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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回归赛制初定
建业力争小组前四

““闭关闭关””百余日百余日 女排在练啥女排在练啥

积极备战积极备战延期奥运延期奥运
朱婷仍是朱婷仍是““定海神针定海神针””

截至第 20034期，体彩大乐透 9.9 亿元
大派奖活动已进行 5期。所有奖级都派奖、
奖金最高可翻倍……本次诚意十足的9.9亿
元大派奖活动自开展以来，吸引了众多购彩
者的热情参与，体彩实体店内的热销场景再
次出现，呈现奖销两旺的态势。第20034期，
大乐透单期发行量和公益金筹集金额再创新
高，派奖为彩市的“焕新”持续助力。

自第20030期派奖活动开启以来，体彩
大乐透单期发行量和公益金筹集金额屡创
新高。派奖前 5 期，体彩大乐透累计发行
17.07亿元，筹集公益金6.14亿元。

第20030期，大乐透单期发行量3.36亿
元，筹集公益金1.21亿元。一举打破2019年
11 月 16 日创下的单期 3.29 亿元的发行纪
录；第 20033期，大乐透单期发行量 3.44亿
元，筹集公益金 1.23亿元，突破派奖首期第
20030期创下的纪录；紧接着，第20034期，
大乐透单期发行量达到3.63亿元，筹集公益
金达1.30亿元，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单期发行量和公益金筹集金额屡创新
高，已经成为大乐透派奖期间的一大“常
态”。

体彩大乐透9.9亿元大派奖活动开展以
来，全国各地彩市急速升温，一扫疫情期间
的“冷清”。在各地一线体彩实体店，代销者
干劲足、购彩者参与热情高涨。

派奖前5期，体彩大乐透累计中出46注
一等奖，其中 27注采用追加投注，分享了 1
亿元的一等奖派奖奖金，平均每注分得约

370万元。派奖期间，采用追加投注后，一
等奖单注奖金屡超 2000万元，一等奖奖金
成色更足。

第20030期，一等奖中出6注，其中4注采
用追加投注，分得派奖奖金后，单注总奖金为
2128万元；第20031期，一等奖中出7注，其中
4注采用追加投注，分得派奖奖金后，单注总奖
金为2284万元；第20033期，一等奖中出6注，
其中4注采用追加投注，分得派奖奖金后，单注
总奖金为2299万元；第20034期，一等奖中出8
注，其中6注采用追加投注，分得派奖奖金后，单
注总奖金为2113万元。

今年的派奖活动，创新形式的“幸运奖”
派奖总金额达 4.9 亿元，覆盖二至九等奖。
派奖前5期，“幸运奖”派奖已累计送出9434
万元，全国超过1685万人次的购彩者，分享
了幸运奖派奖的乐趣，尽显幸运奖普惠大众
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乐透历年派奖受
“冷落”的二等奖，今年不仅参与了幸运奖派
奖，还令购彩者收获颇丰。 （彩文）

本报讯（记者 李悦）几经斟酌，中国足协
终于在5月 13日正式确定了2020赛季中超
联赛的赛制：第一阶段分组赛，16支中超球
队要按照去年的排名，以蛇形排列的方式分
成两组，通过小组双循环比赛排定名次后，再
根据足协公布的对阵原则进行淘汰赛。

上赛季位列中超第 8名的河南建业被
分在了A组，同组的另外 7支球队分别是广
州恒大淘宝、江苏苏宁、山东鲁能泰山、大连
人、广州富力、上海申花和深圳佳兆业。按
照足协制订的赛制，只有获得小组前 4名，
才能进入淘汰赛的争冠组，否则就要掉入保
级组。

对于建业来说，所在A组的每个对手都
不好对付。中超的霸主广州恒大自不必说，

江苏苏宁和山东鲁能的整体实力也在建业之
上。最近两个赛季，建业在对阵大连人、广州
富力以及上海申花的比赛中，也只是略占上
风。就连即将顶替天津天海，获得新赛季中
超联赛参赛资格的深圳佳兆业，在引进了郜
林、王永珀、裴帅、郑达伦、哲马伊利等球员
后，球队的实力有了极大提升。因此，建业要
想跻身小组前4，面临的困难并不算小。

在联赛的赛制出台后，已经苦练了近半
年的建业，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此前，
在联赛能否开战的忐忑中，一直封闭集训的
球队，上上下下背负的压力可谓不小。此番
赛制初定，半年苦练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备战更加充分的建业，自然也希望能在小组
赛阶段有更好的表现。⑥9

□本报记者 黄晖

因疫情防控需要而进行的严
格封闭管理以及各种国际国内赛
事的停摆，中国女排已经很久没有
露面儿了。从 1月 30日就开始集
训的中国女排，心态等各方面有没
有受到奥运会延期的影响？“闭关”
一百多天，女排都在练些啥？有没
有针对奥运会延期举行的应变安
排？女排队长、咱河南姑娘朱婷还
好吗？综合梳理近日中国排协等
发布的信息，我们将这些“问号”逐
一为您打开——

奥运延期
女排上下积极面对

对于奥运会的延期，中国女排
主教练郎平的态度是“积极”的：

“人的一生肯定会遇到一些你想不
到的、不可控的事件，我觉得中国
女排最好的一点就是既来之则安
之。我们摆正心态，从更好的方面
去想，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一定要用积极的方式去看待这个
问题。”

被誉为中国女排“定海神针”的
队长朱婷则坦言，东京奥运会的延
期举行曾一度让她在心理上产生了
些波动，但她明白，这就是竞技体育
的一部分，困难对大家来说都是问
题，就要看谁能应对变化、补强短
板，抓住机遇。

“现阶段，或者说今年，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想想在抗
疫一线奋战的医护工作者，想想那
些默默奉献甚至牺牲的人，我们这
点困难根本算不上什么。”朱婷说。

奥运会的延期，也让颜妮、丁霞
等老将面对年龄方面的困扰，对于
这个问题，丁霞表示：“体能和年龄
不是问题。运动寿命主要还是靠技
术和身体状态来维持，每天踏实做
好训练，保持好状态，争取在某些方
面有一些提高。”

补强短板
精练体能基本功

从目前国际排联等机构公布
的各种安排看，至少在今年内，中
国女排已经没有国际赛事的热身
机会。所以，以狠抓基本功细节、
重视体能和力量为目的的集训“编
排”至关重要。

据了解，教练组会为每天的训
练课安排不同的内容，每周也会有
模拟实战比赛，在人员有限的情况
下，用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制造更
多的变化。此外，无论是分组技术
训练还是集体配合训练，教练团队
都一丝不苟随时纠正队员动作上
的细微偏差，而陪打教练们动起手
来更是丝毫不留情面，严格执行训
练。

在这样的训练环境中，每个人
的技术都有了提高。朱婷对此颇有
感触：“越是追求更高的技术，存在
的问题就越多，但也意味着有更多
的技术可以突破。练好每一天、一
切为奥运，不管是三个月还是四百
多天，都把奥运当成目标！”

郎平则表示，基本功的训练对
于运动员来说永无止境，因为对手
也在进步，所以，中国女排必须要
在进步的同时还要与对手比拼进
步的速度。

奥运阵容
郎平表态选人标准

自郎平 2013年重掌中国女排
之后，集训人数一般都在 20 人左
右，到大赛之前才会逐步削减。奥
运会报名人数是12人，这就意味着
目前在京集训的18人中，将有6人
无法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对此，郎平也直言：“我们备战
今年 7月的奥运会时，每一天都在
看队员的状态，心里盘算每一个位
置。现在奥运会延期了，奥运会阵
容很难控制，也不可预知。一个位

置上，我肯定不会带两个特点相同
的人，一定是互补的人。所以不能
太感情用事，一定要从全队的整体
实力、全队的打法、互补的方面出
发。”

从目前的情况看，除了朱婷等
几人之外，中国女排多个位置人选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变数，而事实
上，明年上半年有望恢复的一系列
赛事才是考察运动员综合表现的
窗口，总之不到大赛临近，一切皆
有可能。别忘了，如今中国女排的
头号接应二传龚翔宇，就是在里约
奥运之年的 2016 年初，“火线”加
入国家队的。

再获殊荣
朱婷寄语激励青年

今年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共
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共同颁授第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朱婷获此
殊荣。组委会对朱婷的官方评语如
下：作为从国家青少年队伍中成长
起来的主攻手，朱婷在球队身处困
境的时候总是挺身而出，带领队友
克服困难，担当球队的“定海神

针”。如今，她担任队长，在球场上
承担起了鼓舞士气、调动队伍积极
性的多个任务。2019年，以她为队
长的中国女排以 11连胜的骄人战
绩夺得世界杯冠军，她蝉联最有价
值球员和最佳主攻。

在朱婷看来，女排精神对新时
代中国年轻人的进步有着很好的激
励作用。她说，中国女排这些年经
历的关键比赛正如一段人生的浓
缩，正确看待困难、绝境，用正确的
心态和气魄变不可能为可能这一过
程中的一举一动，都是对关注支持
中国女排年轻人的很好带动,期待
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更加相信
努力的价值和坚持的意义。

朱婷也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年
轻人享受体育乐趣：“参与体育，在
强身健体、享受乐趣的同时学习掌
握运动技巧，提高运动能力和表
现，在运动中打磨和锻炼自己，养
成好的习惯，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的。所以首先我希望在关注我们
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同时，能
有更多的年轻人被我们带动，加入
运动中来，享受体育的乐趣。”⑥11

大乐透9.9亿大派奖助力彩市“焕新”

上赛季朱婷
身披天津女排战
袍征战中国女排
超级联赛，最终
夺得冠军。
本报资料图片

黄河文化旅游带不只是一条景点
珠链，也不只是一道新兴经济带，
还是一个凝聚起高质量发展磅礴
精神力量的巨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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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最近有学生戴口罩上体育课发生意外的

事件，教育部明确表示，上体育课锻炼时，不允许戴

N95口罩。（见5月13日《北京日报》）
疫情期间，大多数青少年运动不足，开学复课

之后，体育课必须上，可怎么上，要不要戴口罩，如何

科学佩戴，不是小问题。若忘记了“科学”二字，就会

有不良后果，甚至发生意外。这也不只是学生上体

育课的问题，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警示和提醒。

目前，戴口罩仍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措施之一。

既要佩戴口罩预防飞沫喷溅以及过滤外界的病原

微生物，同时也要最大限度降低戴口罩后的不舒服

感，千万莫忘了“科学”二字。

科学佩戴口罩，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疫”而

异。长时间戴口罩会有压痕、皮肤过敏、胸闷等“副

作用”，为自己和他人健康，该戴必须戴，不能含

糊。在低风险地区个人独处、开车时，或独自在室

外空旷且人员稀少地方锻炼身体时，则可以不戴

口罩。简言之，应戴必戴，可不戴则尽量不戴。笔

者建议，戴口罩一定要选择松紧合适的口罩，佩戴时

间不宜过长，戴口罩时要适当减少运动的频率，降低

运动的强度。7 （周家和）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

带，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黄河休闲观光区，

加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把黄河文化旅游

带培育成展现中原独特魅力的靓丽品牌。”省

文化旅游大会的部署让生活在黄河边儿的人、

河南人都感到振奋。

人们常说河南“伸手一摸是春秋文化，两脚

一踩是秦砖汉瓦”，而从三门峡“中流砥柱”到开

封“黄河最后一道弯”的这一段黄河更是集中展

现着厚重的中华文化。新近发现的“河洛古国”

将中华历史向纵深推进；河图洛书开启中华文

化的源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

城”，洛阳城及“无卧牛之地”的北邙留下的大量

历史遗存，展现着八方辐辏的广阔胸襟；“琪树

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开封几重城摞

城，刻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坚毅力量；八百

诸侯会孟津、楚河汉界争雌雄、虎牢雄关闪刀

影、荥阳大会聚英雄，战争的杀伐以奇妙的方式

将“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本思想

注入黄河不息的河流……厚重历史、丰富遗存，

让这黄河河南段成为中国文化的“黄金河段”。

历史从未远去，活在当下，也塑造未来。

黄河古渡孟津县会盟镇出过一个书法家王

铎，几百年来，当地农民昼出耘田夜挥毫，至

今一个两万余人的小镇，竟有省书协会员三

十多个，孟津县也被文化旅游部认定为“书法

之乡”。从宏观上说，在古都洛阳形成的“家

国同构”治理模式，塑造着中华民族“带砺山

河”的坚贞爱国主义情怀，在经受黄河泛滥与

滋润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坚毅性格，遇到

危难有战胜的信心，总是团结一心、奋斗不息

向前进。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这种性格、

精神是战胜疫情不可或缺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看，黄河文化旅游带不只是

一条景点珠链，也不只是一道新兴经济带，还

是一个凝聚起高质量发展磅礴精神力量的巨

大工程。因其大，故不能不观全局而谋一域，

需要下“联”的功夫。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相联，与历史和未来相联，与环保和民生相

联，与黄河上下游相联……因为要“联”，就不

能不创新体制机制，优化管理体制，加强省级

统筹，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市场共建、品牌共

育、利益共享的一体化发展机制。因其担负更

多、意义重大，故不能不筑其形而重其神，需要

下“入”的功夫。将文化旅游带建设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中，将厚重文化注入文旅产业的发展

中，让历史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世界意义的

精神入万众之脑之心……因为要“入”，就不能

不重视科技创新，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平衡

点，通过现代科技，让历史文化活起来、动起

来、“云”起来，使旅游带成为休闲娱乐的舞台、

以文化人的平台。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弘

扬黄河文化，凝神聚力在今天，创造辉煌于未

来，黄河文化旅游带呱呱坠地、煜如朝暾，让人

振奋，让人欢歌。笔者谨以一曲《念奴娇》歌之

颂之：

蓝图阅罢，心潮起、滚滚滔滔难驾。万古

云烟龙象舞，搅动黄流直下。久盼河清，河清

今是，喜泪难描画。星河迅转，行远疾跨奔马。

瘴气雾霾扫清，艳阳天下，有绿荫青瓦。

再展望眼、风正劲，吹动千帆直挂。逐电追风，

踏波弄浪，又几多夸诧？黄河文旅，举旗光耀

华夏。7

□丁新科

如果不是在卧室装了监控，江苏溧阳 83岁陈老

太的家属至今还蒙在鼓里，看起来敦厚老实、亲手指

导儿孙们办理后事的保姆，竟然对老太太痛下杀

手。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根据当地风俗，如果是保

姆照顾老人去世的，家人除需支付保姆当月费用，还

要包红包给保姆“冲喜”。而对于涉案保姆是惯犯的

说法，常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目前未掌握

其他犯罪线索，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尽管发生在溧阳的事件是极端个案，但近年来

涉及保姆的案件不在少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了家政行业的乱象，也损害了家政行业的健康发

展。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18年，我国家政服务业的

经营规模达到 5762亿元，同比增长 27.9%，从业人员

总量已超过3000万人。家政企业门槛低、成本低、经

营风险小，在小散乱家政企业里，经常存在服务人员

信息不完善、健康状况不透明，从业人员综合素质难

以保证等问题，粗放的管理模式给市场监管带来不

小难度，还给服务安全、纠纷处理埋下隐患。

在老龄化情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如何让失能、

失智老人体面养老，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社会课题。

就拿照顾卧床老人来说，既需要懂护理知识，会康复

训练，还需要懂点心理辅导，请一个只会做饭的阿姨

当然难以胜任。据某国内养老机构反映，对老人健

康数据如血压、心率的日常监测，早已可以实现数字

化，但因为护理人员文化素质不高，不会使用智能健

康设备，推广起来困难重重。从这个角度来说，专业

化是方向，人才是障碍。

据报道，截至 2018年年底，我国 60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2.49亿，失能、半失能老年人4400万。按国际

惯例，每 3位老人需要１名护理人员，我国对养老护

理人员需求大约在1000万人。

解决养老护理人员供求难题，一方面要严把入

门关，确保上岗人员资质。上海推出《上海市家政上

门服务证管理办法（试行）》，严格要求家政人员持证

上岗，是对老年人养老问题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

要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投身

养老行业。浙江、山东等地出台措施，扩大养老行业

招生规模，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养老业，这些都是好

办法。此外，还应引入商业保险公司、社会监督组

织等规范行业行为。

电影《桃姐》中的雇佣关系，反映了人们对保姆

行业最美好的期待。你照顾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行业，愿每个生命都能得到应

有的尊重。7

朋友圈里，有人把最近漫天飞舞的白色物体团

成球球，像棉花一样，“可以做一床被子了！”市民曾

先生有鼻炎，说最怕这种天气了，因为会加重鼻炎的

发作。也有市民感叹：这是杨絮飘飞造成的“美丽的

烦恼”。（见5月13日《宁波晚报》）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写下杨柳飘絮的美丽

诗句，让人感受到的是“好浪漫”。但是诗句归诗句，

现实里也有可能是“美丽的烦恼”。每年春夏之交，

漫天飞舞的杨柳絮，成为不少居民的烦恼：过敏患者

不堪其苦、遮挡视线影响交通、堆积过量见火就着。

飞絮年年飘，治理还得出新招。北京从园林绿

化部门单打独斗升级为10个部门“联合作战”，科委

支持飞絮防治关键技术攻关，公安部门为洒水车、喷

水车等办理临时占道施工许可，分工细致。上海出

台了《管理技术导则》，哪些树木以修剪为主，哪些采

取物理冲刷和药剂防控，物理冲刷在什么时段操作，

环卫清扫频次等，都作了细致规定。不少地方的气

象部门也开始发布“飘絮预报”。可问题在于，市民

知道了飘絮情况又能怎么着？难道能不出门，难道

能不上班，难道能绕开飘絮路段？

治理“美丽的烦恼”需要多些民生情怀。一方

面，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大力治理，该清洗的清洗，

该喷药的喷药，该修剪枝条的修剪枝条。尽量减

少飘絮，比如调整雌雄树木的比例，给这类树木实

行“计划生育”等；另一方面，也要尽快淘汰已经严

重扰乱人们生活的树种，选择更环保、更健康的城市

树木。 3 （郝冬梅）

papi酱因为在最新视频中透露她的孩子随父姓而被指责，有网友说她的独
立女性人设都是假的。在上个月，也有女性博主发文称，因为争取孩子的“冠姓
权”失败而选择与丈夫离婚。最近，“冠姓权”一词在网上引发大规模讨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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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飘絮并没有“好浪漫”

戴口罩别忘了“科学”二字

豫论场

把黄河文化写入万众胸怀

老人靠谁照顾才能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