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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2日上午一大早，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许昌分中心开门就迎来了幸运的购彩者刘先生（化
姓）。他中得第21250期体彩排列5一等奖一注，奖金
10万元。

家住许昌长葛的刘先生脸上洋溢着笑容。据他介
绍，三年来，他坚持守号，每次就买一注，这注号码是他
使用十几年的手机号的后五位，在他坚守三年后终于
中得10万元奖金。

刘先生表示，购彩中不中奖无所谓，重在参与，
更关键是在体验购彩的同时，还能支持社会公益事
业。看着市区周围建造的大型健身园，街头的健身
路径，清潩河畔的灯光篮球场、网球场为广大市民
提供了休闲健身场地和设施，这其中也有自己的一
份贡献。

刘先生表示，今后
将继续支持体育彩票
公益事业，在娱乐的同
时，为社会公益事业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王跃东）

本报西安讯（记者 黄晖 李悦）全运会群众体育足
球项目的比赛，9月 27日落下帷幕。由河南省足球协
会选派的郑州市金水区女足和中原油田队分别代表我
省参加了本次比赛女子十一人制县、区组和男子十一
人制企事业组的角逐。在本次比赛中，两支队伍都展
现出了不错的技战术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分别获
得第三名和第七名。

本届全运会群众项目的足球比赛设置了十一人
制、五人制等多个组别。根据安排，足球项目的组
队、参赛工作由省足球协会负责。经过考察，省足协
最终选定了郑州市金水区女足和中原油田队参赛，
两支队伍在参赛前都进行了艰苦的集训和精心的准
备。

女子组的比赛于 9月 19日在浙江绍兴新昌体育
中心举行，在历时 9天的角逐中，金水区女足先后以
3∶1战胜陕西、6∶0大胜浙江、0∶3负于江苏、0∶0与湖
南队战平，最终名列第三名，收获一枚铜牌。

男子组的比赛于 9月 20日至 27日在呼和浩特举
行，在小组赛中，中原油田队先后以3∶0战胜江苏、0∶3
负于浙江、1∶0 小胜湖北，以 2 胜 1 负的成绩进入八
强。在24日的淘汰赛中，他们再度与实力强劲的浙江
队相遇，再度负于对手。根据比赛规则，未能进入四强
的队伍，按照积分和净胜球排位，最终中原油田队名列
第七。

本次全运会是省足协第二次组队参加全运会群众
体育足球项目的比赛，两支队伍在比赛中都发挥出了
敢打敢拼、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比赛成绩相比上一届
全运会有了明显进步，也展现出全省群众足球发展的
成果。6

本报西安讯（记者 黄晖 李悦）全运会群众体育轮
滑项目的比赛9月 26日在重庆结束，我省运动员从思
元摘得男子1000米计时赛银牌。

轮滑比赛由速度轮滑和速度过桩两个大项组成，
分设男、女500米争先赛、1000米计时赛、10000米积
分淘汰赛和自由式轮滑速度过桩 8个小项，共产生 8
枚金牌，来自全国26支代表队的203名运动员参加比
赛。

河南选手从思元本次出战男子 10000米积分淘
汰赛和 1000 米计时赛。在 25日进行的 10000 米积
分淘汰赛中，极具实力的从思元在比赛还剩 22圈的
时候被罚下，非常遗憾地退出了金牌争夺。在 26日
进行的 1000 米计时赛中，铆足了劲的从思元在预
赛、半决赛中都获得第一，强势挺进决赛。决赛中，
两名同时晋级决赛的外省选手打出了类似短道速度
滑冰般的战术配合。最终，从思元凭借顽强的斗
志，在极其艰难的“卡位”争夺中第二个冲过终点，
获得银牌。

28岁的从思元是广州亚运会轮滑 10000米积分
淘汰赛季军得主。为了备战本届全运会，早已转战
教练员岗位的从思元重归训练场，减轻体重、集训半
年之后披挂上阵，虽然在自己的强项上留下遗憾，但
这枚银牌亦弥足珍贵。6

图① 首次参加全运会的河
南女排小将。

图② 空手道运动员康欣雨
在比赛中严重受伤，现场治疗后，
坚持打完比赛。

图③ 河南散打队在决赛中。
图④ 河南运动员芦玉菲在

跳马比赛中。
图⑤ 河南三人女篮队员在

决赛中。

轮滑赛场河南从思元摘银

全运会群众体育足球比赛落幕

河南代表队分获
女子第三男子第七

坚持守号三年
喜中十万奖金

比赛精彩

□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9 月 27 日，西安秋雨绵
绵。为期 13 天的第十四届
全运会在此闭幕。“全民全
运、同心同行”，作为我国竞
技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
合性运动会，也是一场体坛
的视觉盛宴。本届全运会我
省体育项目共取得了 16 枚
金牌 11 枚银牌 17 枚铜牌，
并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

记者在全运会各个项目
不同赛场上，用镜头抓拍了
我省运动健儿在紧张、激烈
的比赛中，不畏强手、奋力拼
搏的精彩瞬间。在这里，有
突破也有遗憾，有卫冕也有
失利，但大家无不拼尽全力，
力求展现最出色的自己，为
家乡争得荣誉，也为我们带
来了诸多感动。6

体能是赛场的入场券，体育项目更需要
强大的基础体能储备作为保障。在东京奥运
会周期，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了“强化基础体能
训练，恶补体能短板”训练要求，并在2020年
初公布了《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
基础体能训练恶补体能短板的通知》，同时制
定了国家队体能达标测试评分标准（2020年
2月版）。深知体能重要性的河南省体育局，
第一时间就响应总局号召，由局长万旭亲自
牵头，主抓各运动队的基础体能训练。整个
防控疫情封闭训练期间，在注重安全防疫，磨
练技术细节的同时，“练体能、补短板”也成了
各个运动队教练的口头禅。

河南体育狠抓体能训练，在本届全运会
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散打、自行车、
空手道、赛艇这些以传统优势项目继续处于
领先地位，在游泳、田径等诸多项目上，河南
此次拿到全运决赛资格的人数也都创下了
历史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上有
着亮眼表现的河南冠军级选手们，很多人都
是初登全运赛场。经过此次全国最高水平
赛事的磨练，他们无论是自信心还是经验都
有了很大提升。未来的巴黎奥运会和第十
五届全运会，这批年轻的冠军们必将成为河
南体育乃至中国体育的新担当。6

亮点 狠抓体能好处多44

作为体育大省，河南长期以来在自行
车、赛艇、空手道、散打等项目上具有竞争优
势，本届全运会上，这几大优势项目的领先
地位得以继续巩固。

率先在洛阳市体育中心自行车馆开战
的全运会场地自行车赛，河南自行车队克服
了两大主力——鲍珊菊、郭裕芳参加东京奥
运会后无法系统训练的不利影响，在两人的
带领下，河南自行车队一举夺得“史上第二”
的4金 2银 3铜，这一全运会成绩，仅次于第
十届全运会上该队创造的5金辉煌。

鲍珊菊在全运会赛场的夺冠，也激励了
另外一位东京奥运会河南的冠军级选手吕
扬。在陕西杨凌的赛艇航道，作为奥运联合
队一员的她，不负众望地在女子四人双桨项
目上为河南夺得一金。同样是奥运联合队
成员的老将王飞，在女子四人单桨项目上也
为河南再添一金。上届全运会的冠军，河南
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组合，仅以微弱劣势不

敌实力强大的奥运联合队。5天比赛，收获
2金 1银 2铜，河南赛艇队创造了参加全运
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当然，河南体育最让人放心的还是省武
术运动管理中心麾下的两大“拳头”项目：空
手道和武术散打。由中国空手道“一姐”尹笑
言领衔的河南空手道队，在女子组手-50公
斤级和-61公斤级上均包揽金银牌。在参加
全运会空手道项目的24支队伍中，收获2金
2银 1铜的河南队实现了奖牌榜和积分榜的
双第一。而在安康进行的全运会武术散打比
赛中，刘海科执教的河南省散打队，自始至终
都是最受人关注的队伍。决赛当天，他们一
举夺得3枚金牌，占全运会散打项目5枚金牌
总数的60%，3金 1银的收获，让河南省散打
队成为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师。

群众体育项目中，河南目前获得的2枚金
牌来自象棋和地掷球，充分体现了这两个项目
在我省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20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 2024年
巴黎奥运会将增设霹雳舞、滑板、冲浪、攀岩
等四个大项。同年 12月 16日，亚奥理事会
第 39届全体代表大会明确了杭州亚运会将
新增霹雳舞项目。2021年 3月，中国体育舞
蹈联合会确定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霹雳舞运
动员代表资格，至此，霹雳舞成为全运会正式
比赛项目。从街头走进全运会赛场的霹雳
舞，初亮相就引起了众多年轻人的关注。而
在这个新兴项目上，下个月才满16岁的刘清
漪，给河南代表团带来了惊喜——成为首位
全运会霹雳舞项目的女子组冠军。夺冠后，
刘清漪也自动成为国家队一员，备战2024年
的巴黎奥运会。

除了霹雳舞之外，注重扩大范围、全面发
展的长远战略规划，也让河南体育在本届全
运会上有了新的突破。21岁的河南选手、北

大在校生谢智宇，勇夺河南首个全运会男子
400米栏项目的冠军。培养出张志磊等诸多
名将的河南省拳击队，终于摆脱了“阳盛阴
衰”的局面，有了河南第一个女子拳击的全运
会冠军阮木兰。体操项目，奥运选手芦玉菲
在高低杠比赛中摘得银牌，这也是继1997年
第八届全运会之后，河南体操运动员再一次
拿到全运会奖牌。女足项目借奥运联合队东
风，收获第二个全运会冠军的同时，五人制女
篮的张茹也随奥运联合队收获了河南篮球的
第一个全运会冠军。在女子三人篮球的决赛
场上，河南组合更是与实力强大的奥运联合
队打得有来有往，最终只是惜败于强敌。全
运会取得两金一银，对于主打三大球集体项
目的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来说，实属首次，这
也更坚定了他们积极向国家队输送优质人才
的决心。

亮点 新增项目求突破22

全运已落幕 河南亮点多
□本报记者 李悦 黄晖

9月 27日晚，随着燃烧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的全运圣火缓缓熄

灭，第十四届全运会正式闭幕。在1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国37支代表

团的 1.2万余名运动员，在全运赛场上展现了“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

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

其中，包括奥运选手在内的466名河南运动员，在本届全运会上顽强拼

搏、奋勇争先，收获了诸多高光时刻。在竞技体育项目上，河南代表团

共取得16枚金牌、11枚银牌和 17枚铜牌，实现了疫情防控和反兴奋剂

工作的万无一失，收获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完成了既定目标任务，展现

了河南人民的精神风貌，为我省赢得了荣誉。在群众体育项目上，截至

9月27日，河南代表团共取得2枚金牌、4枚银牌、4枚铜牌。

亮点 优势项目再领跑11

亮点 体教融合有收获

河南体育优势项目能够巩固，新兴项目
能够突破，其秘笈就在于河南省体育局很早
就认识到了体教融合的先进性。比如散打
项目，省体育局在2001年开创了“省队市办
校管”的模式，即省体育局把散打队交给郑
州市体育局承办，郑州市体育局委托登封塔
沟武校进行队伍的组建、管理和训练。虽然
这一做法当初受到了不少质疑，但最终正是
这一模式，筑牢了河南散打顶尖王者的基
础。从第十届全运会开始，省散打队相继在
五届全运会上为河南代表团贡献了 10金 4
银 3铜，并代表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世锦赛、
亚运会、青奥会等重大国际武术散打比赛中

获得了 64枚金牌，逐步成为中国散打界的
顶尖力量。

此外，全运会男子400米栏冠军谢智宇
的成才之路，更是彰显河南省体育局在体教
融合方面的开明之处。这位优秀运动员，为
实现自己的北大梦想，一直没进入专业注册
体系，直到考上北大之后，才开始参加全国
锦标赛这样的专业赛事。在这期间，省田径
中心一直给予他高度关注，在生活、训练上
为他提供足够的保障和指导，并随时和北大
方面保持密切配合，最终保证了谢智宇这棵
优秀的苗子得以顺利、茁壮地成长，开始在
全运会的舞台上绚丽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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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队获得男子团
体追逐赛冠军后庆祝胜
利。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轮滑银牌得主从思元。 河南省体育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