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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5日，大乐透第 21107期前区
开出号码“03、05、13、20、25”，后区开出
号码“07、11”。当期全国销量为2.81亿
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01亿元。

洛阳、濮阳各中 1注一等奖。当期
全国共开出 9 注一等奖，其中 5 注为
1430万元（含 635万元追加奖金）追加
投注一等奖，全部落于陕西西安；4注为
794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河北邯
郸、河南洛阳、河南濮阳和新疆吐鲁番。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
当期来自陕西西安的中奖者在单注一
等奖方面多拿了 635 万元追加奖金，
从 而 使 得 单 注 一 等 奖 总 奖 金 达 到
1430万元。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投注方
式，在 2 元基本投注的基础上，多花 1
元进行追加投注，可多得 80%的浮动

奖奖金。
值得一提的是，当期陕西西安中出

的 5注 1430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全部
出自同一体彩实体店，中奖彩票为一张
经 5倍投的单式追加倍投票，单票擒奖
7151万元。

奖 池 方 面 ，当 期 开 奖 结 束 后 ，
11.05 亿元滚存至 9 月 18 日开奖的第
21108期。 （彩文）

本报西安讯（记者 黄晖 李悦）第
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拳击项目决赛阶段
的比赛 9月 16日在陕西榆林职业技术
学院体育馆继续进行，在男子 81公斤
级的比赛中，河南选手郑豪杰战胜对手
闯进四强，河南与前卫体协双计分选手
张博雄则遗憾不敌四川 95 后选手、
2020年拳击全国锦标赛冠军王港，止
步八强，董壮壮则在男子 52公斤级的
16强战中不敌安徽选手方波。

省运会冠军、二青会银牌得主河南
选手郑豪杰在男子81公斤级四分之一

决赛中的对手是亚青赛冠军、全锦赛亚
军江苏选手董文龙。首回合比赛郑豪
杰以 3∶2 占优。第二回合，董文龙受
伤，裁判裁定停止比赛，郑豪杰得以晋
级四强。半决赛，他将面对亚青赛冠
军、云南选手李碧涛。

截至 9 月 16 日比赛结束，除了郑
豪杰，跻身本次全运会决赛圈的河南拳
击手中，男子75公斤级的赵蒙洋、91公
斤级的韩雪振、+91公斤级的葛士畅以
及女子 57公斤级的阮木兰、75公斤级
的郑璐都在继续着前进的脚步。6

□本报记者 黄晖 李悦

9月 16日 13时，全运会女排成年组
的首场比赛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翱翔
体育馆准时开始。本场比赛由河南女
排对阵上海队，在全运会开幕式中担任
河南代表团旗手的朱婷也出现在场边，
为队友们加油。显然，手腕的伤情并不
允许她上场和队友们并肩作战。

朱婷的缺阵，让实力本就不及对手
的河南女排一直处于劣势，以 19∶25、
21∶25、19∶25，0∶3不敌对手。

“由于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发挥得
还是不够稳定，不过作为全运会最年轻的
队伍，我们的队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
能有这样的表现我已经很满意了。”对于弟
子们的表现，河南女排主教练焦帅表示。

本场比赛，无论是看台上热情的观
众，还是众多在混采区等候采访的记
者，其实都在关注着本场比赛的另一个
焦点——朱婷。

赛后，被问及本届全运会对于朱
婷的安排，河南女排主教练焦帅表示
还是要让朱婷“缓一缓”。在被问及是
否不会让朱婷打后面的比赛时，焦帅
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也意味着在本
届全运会河南女排接下来的几场比赛
中，朱婷都不会上场参赛了。

在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上，中国女排遗
憾止步小组赛，朱婷手腕的伤势牵动着
万千国人的心。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去年的
奥运备战集训中，朱婷手腕伤情出现反
复，队里综合医生的意见做出了保守治
疗的决定。“我们当时算时间，医生说来不
及，只能保守治疗。而且手腕这个地方对
于排球运动员来说非常重要，对手术和术
后康复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权衡再
三，为了奥运会，还是保守治疗。”

由于延期举办的奥运会和全运会
“碰”到了同一年，8月8日奥运会结束之
后，9月 15日在陕西开幕的第十四届全
运会接踵而至。今年4月，朱婷在全运会
资格赛中带领河南女排一路闯关夺隘，
时隔12年后重返全运会决赛圈，让无数
家乡球迷欢欣鼓舞。所以，东京奥运会
之后，“全运会决赛圈的赛场上还能看到
朱婷吗？”成为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朱婷回国后，第一时间
就通过电话和省球类中心沟通，表示要跟
河南女排一起正常备战全运会。当时全
运会开赛在即，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也“各
回各队”，朱婷也将回归河南女排。不过，
由于手腕的伤势，省体育局、省球类中心
在与朱婷充分沟通之后，决定朱婷正常进
行准备并随队奔赴全运会赛区，到时候根
据手腕的伤病情况，经过医生团队的诊
断，再决定上场与否、何时上场。

“朱婷回到咱们河南队，我们也会
非常慎重，根据咱们医生的诊断、治疗、
综合评判，让她备战全运会决赛。”省球
类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谢国臣说。

以今天的这场比赛情况看，朱婷的
伤势并不适合上场比赛。

从 2008 年进入省队训练开始算
起，朱婷已经在排球场上摸爬滚打了
13 年，闪亮赛场的同时，她也和众多
为梦想拼搏的运动员一样，要面对伤
病的困扰。而屡屡出现反复的腕伤，
不仅让她在奥运赛场裹上了厚厚的护
腕，也严重影响了她的发挥。

朱婷的伤势，也是省体育局、省球
类中心的牵挂。2020年 9月，全国女子
排球锦标赛在广东江门举行，为了控制
朱婷的腕伤，包括省体育局、省球类中
心以及朱婷本人在内的各方经过充分
协商后决定，朱婷不参加本次全锦赛。
今年 4月，朱婷短暂回归河南女排参加

全运会预赛。谢国臣介
绍，此次备战也充分考虑
到了对朱婷的保护，朱婷
的身体和力量训练都由
专门的康复师单独安排，
而在技术训练方面，则由
主教练焦帅具体沟通后
安排适合的训练内容。

伤病困扰中的朱婷，
表现出来的坚韧、乐观和
担当，给谢国臣留下了深
刻印象：“训练非常积极，
非常投入也非常融入，她
会主动和队友们开会、聊
天，能把大家的思想、心
态都统一到一块，调整到
最佳，上场之后也能给大
家鼓励。一句话，这就是
处处体现女排精神的朱
婷。”

这一点，在9月 16日的赛后采
访中，也都得到了焦帅的“证实”。
有记者问“朱婷目前在队内起到什
么样的作用？”

“你今天没有看到么？”焦帅反
问。

焦帅介绍，即使手腕有伤，朱婷
也没有停止平时的训练，每天进行身
体及一些器械训练。此外，队内平时
的业务研讨、学习，包括队会，朱婷都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当天的比赛现场，场边的朱婷不
但会给队友们的每一次得分鼓掌、加油，
还会连喊带比划地提示队友。暂停时
间，更是会给队友支招打气，比赛双方交
换场地时，甚至当起“搬运工”，帮队友搬
送饮用水，“大婷”活脱脱变身“大姐婷”。

也正因为如此，就不难理解观众席
上由观众拉起的那条横幅——爱朱婷，
爱女排。

2013年，朱婷进入郎平执教的中国
女排。2015年到2019年，中国女排两夺
世界杯冠军，问鼎奥运会、亚运会冠军，获
得世锦赛季军。一次奥运之旅的不尽如
人意，又怎么能让这一切“归零”？相信稍
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如此盲目地以成败论
英雄，否定这支女排的成长和可期的未
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女排之所以能
够在数十载风雨沉浮中，持续受到所
有中国人甚至众多海外拥趸的关注
和喜爱，绝不仅仅是因为姑娘们拿
了多少冠军，而是因为中国女排在
征战赛场、拼搏不息中所展现出来
的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
搏、永不言败的精神，而这种精
神，永远是我们时代、民族最宝
贵的财富。

最后，在回答朱婷腕伤
治疗的问题时，焦帅表示，
从东京奥运会回来之后，
有关方面就会同朱婷着
手联系世界最先进的医
疗机构，准备对手腕
进行手术，但毕竟手
术是件大事，省体
育局方面正在力求
更 严 谨 周 全 一
些。6

□本报记者 李悦 黄晖

9月 16日，全运会射击场再度爆出
大冷门，在常宁生态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的 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比赛中，该项
目东京奥运会冠军庞伟/姜冉馨资格赛
仅排名第 17位，提前被淘汰出局。而
东京奥运会该项目的第六名、河南选手
何正阳与陕西选手王倩，在铜牌争夺战
中，最后一枪不敌贵州组合，痛失奖
牌。两对国字号组合双双无缘领奖台，
让现场的观众们倍感意外。

“这样的结果，既是意外，也属正
常。毕竟，射击这项运动玩的就是心
跳，前一枪天堂，后一枪可能就是地
狱！”当天观战的河南射击队的一位教
练，虽然对何正阳/王倩输在最后一枪
感到遗憾，但很快也就释然了。实际
上，自从 2013年射击比赛开始实行全
新规则后，圈内名将倒在最后一枪的事
例屡见不鲜。射击比赛近乎颠覆性的
规则调整，也让这项运动有了更强的对
抗性和可观性。

射击项目规则的一大变动，就是资
格赛的成绩不带入决赛阶段，所有决赛
选手都是从零开始，更重要的是决赛引
入的淘汰机制，让冠军争夺战变成了一
场单挑，极大增加了结果的偶然性，这
也给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将，提供了重
大赛事上一鸣惊人的机会。

“到了全运会赛场上，顶尖运动员
之间，技术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差距，这

时决定最终名次的，往往就是‘心理’二
字。过高的应激压力造成的情绪低落，
抑或大赛期间的过于兴奋，都不利于比
赛发挥。而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就成了
教练员和随队心理老师要考虑的问
题。”据省射击队教练介绍，目前在射击
项目上，有关心理疏导的内容，已经成
了大赛开始前，各运动队必不可少的环
节。结合心率变异性指标，心理老师可
以利用“生物反馈训练”等方法，让运动
员反复进行有意识的呼吸调控训练，来
提高对心理和情绪的控制力。

根据赛程，9月17日本届全运会将
进行女子 10米气步枪的角逐，河南的
两位奥运选手史梦瑶、张雨将携手队友
宋新芮、童帅共同出战。与此同时，奥
运冠军杨倩、奥运选手王璐瑶也都会出
现在该项目的赛场上。至于金牌最终
花落谁家，就看这些名将谁能调整好心
情，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竞技状态。6

河南喜中2注大乐透一等奖

腕伤影响上场 即将手术治疗

女排开赛，朱婷场边助阵

射击 玩的就是心跳

全运会拳击比赛
河南6名拳手继续前进

本报西安讯（记者 黄晖 李悦）9月
15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幕之前，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陕西大会堂亲切接
见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代表和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
作者代表，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

参加接见活动的我省全国群众体育
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有：郑州市体育
局局长李红轩、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副秘
书长张海涛、洛阳市体育局副局长张荣
华、南阳市体育局局长吴强、焦作市体育
局局长刘晓军、长垣市全民健身发展中
心主任陶俊、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校长
王保军、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王海
新、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赵峻。

参加接见活动的我省全国体育系
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有：省女
子排球队领队陈永明、焦作市体育运动
学校党支部书记许永红、省航空运动管
理中心运动员邢雅萍、濮阳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局长苗振江。

活动归来，大家备受鼓舞、倍感振
奋。

作为来自基层体育主管部门的负

责人，苗振江说：“体育强则中国强，
全民健身是体育强国的基础，体育就
是民生。作为一名体育工作者更感责
任重大。下一步，一定认真落实全民
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三大战略，
努力搞好市、县、乡、村四级健身场地
设施体系，着力构建群众广泛参与的
赛事活动体系，精心打造覆盖城乡社
区的健身指导服务体系，切实解决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健
身问题，让体育惠及全体人民，为河
南更加出彩贡献体育力量。”

陶俊说：“坚持健康第一的理念，长
垣市将以打造赛事之都、健康之城为目
标，开展群众身边喜闻乐见的活动和赛
事，激励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全民健身活
动中来，让群众在活动中享受健身的乐
趣，为健康工作和幸福生活打下坚实的
基础，把健身与健康深度融合落实好。”

曾在 2019年武汉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上夺得8枚金牌的跳伞运动员邢
雅萍说：“作为一名运动员，要有使命在
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发扬顽强拼搏、奋
勇争先的优良传统，在今后的赛场上更
多地升国旗、奏国歌，为祖国争光！”6

我省体育“双先”代表：
为河南更加出彩贡献体育力量

朱婷在赛场边为队友们加油。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女排比赛中。

▶现场观众打出条幅。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何正阳痛失奖牌。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