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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AⅠ·11

每注金额
16815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80期中奖号码
8 10 17 20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74944元，中奖
总金额为166188元。

中奖注数
3 注

342 注
6061 注
380 注
254 注
14 注

901914 元
10737 元

926 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03 04 06 08 15 20 29 01

第202103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8 注

10 注
237 注
189 注

2363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1 注
12 注

278 注
463 注

7343 注
8194 注

74909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80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949398元。

中奖注数
586 注

0 注
2253 注

中奖号码：1 2 8
“排列3”第21080期中奖号码

6 4 5
“排列5”第21080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1035期中奖号码

6 4 5 4 3

前区05 11 16 30 32后区03 04

今年郑开马拉松
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2020年，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第十四届郑开国际马拉松赛
延期举行，在时隔749天后，郑开马
拉松将在4月18日再次鸣枪开跑。此
次赛事项目设置为男、女全程马拉松
项目，男、女半程马拉松项目，全民5
公里小马拉松项目、情侣马拉松和亲
子马拉松项目3个大项、7个小项，参
赛总人数45000人。目前，赛事全、半
程马拉松项目报名工作已结束，5公
里小马拉松项目尚有名额。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赛事有什么
特点、亮点？省田径协会会长刘斌表
示，组委会围绕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
参赛需求，专门设置了人人都能参与
的五公里小马拉松项目，其中包含别
具温馨气息的亲子马拉松和独具浪
漫情调的情侣马拉松，这也是历年来
郑开马拉松赛的经典项目。亲子马拉
松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为选手印制以
61开头的彩色号码布，让参赛家庭在
领略跑步运动本身魅力的同时，也能
让父母见证、陪伴孩子成长，增进彼
此间感情，给孩子们留下一段有温度
的成长记忆。情侣马拉松项目的参赛
号码以520开头，背景为粉色，充满
了浪漫与神秘，在美丽赛道上见证手
牵手的浪漫和幸福。

为了保障选手安全，郑开马拉松
赛事组委会按照省、市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的要求，制定了《2021郑开马拉
松赛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成立疫情
防控指挥小组，按照规定严格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赛前一周，郑州、开封两
地将会发布赛事交通管制公告，群众
可根据公告来安排好自己的出行。参
赛物品发放工作在赛事前三天进行。

赛事是否会保持原有规模？
奖金如何设置？

郑开马拉松从2007年的 5600
人参赛发展到2019年的49000人参
赛，赛事规模已跃居全国前列，也是
河南目前唯一被中国田协认定的金
牌赛事。省田径协会会长刘斌表示，
本届马拉松的赛事规模并没有大的
变化，参赛人员方面为全程马拉松项
目10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0000
人，5公里小马拉松项目25000人，分
别为郑州赛区15000人，开封赛区
10000人。

郑开马拉松过去每年都会邀请
外籍高水平选手参赛，并且长年包揽
三甲，基本上每一年的奖金大半都是
被外籍选手获得，单项最高奖金可达
2万美元。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年赛事
没有邀请外籍选手及港澳台选手来
参赛，赛事奖金也将由中国籍选手获
得。

本届赛事全程马拉松项目男子
冠军净成绩在2小时13分以内，女子

冠军净成绩在2小时31分以内，将获
得8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超过这个时
间，将获得4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半
程马拉松项目男、女第1名运动员将
获得5000元人民币的奖金。

同时，为了鼓励更多的跑友参
赛，本届郑开马拉松赛还设置了河南
籍选手奖和马拉松年龄组奖（中国
籍），全程马拉松名次在前100名的
河南籍（男、女）运动员可领取3000
元到200元人民币不等的奖金。全程
马拉松各年龄段（共分5个年龄段，
20-29 岁 、30-39 岁 、40-49 岁 、
50-59岁、60岁以上）第1至第10名
的中国籍（男、女）运动员，分别获得
500元人民币奖金。半程马拉松名次
在前20的河南籍（男、女）运动员可
领取1000元到100元人民币不等的
奖金。

4月将上演
两个“马拉松超级周末”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让
国内的体育赛事陷入停滞，去年上半
年文体活动全面停摆，作为人员密集
型赛事的马拉松，更是变得遥遥无
期。去年夏末，国内一些小型赛事尝
试复赛，马拉松赛事也赶在这个档口
迎来了短暂的重启。然而岁末年初，
国内疫情出现了反弹迹象，国家体育
总局紧急发文，严控各类人员密集型
赛事的举办，其中特别点名了马拉
松，规定在今年3月31日之前暂不审
核马拉松赛事。

随着这一“限制令”的到期，以及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马拉松行业
可谓是一夜入春。清明小长假之后，
在4月的第二个周末(10日-11日)，
将有近20场马拉松赛事“扎堆儿”举
办。4月10日，厦门马拉松、渭南马拉
松将率先拉开大幕。紧接着，4月11
日，无锡马拉松、徐州马拉松、海口马
拉松等15场比赛将同日开跑。

在4月10日-11日这个“马拉松
超级周末”过后，4月17日-18日的
周末，将再度迎来马拉松赛事的狂
欢。4月17日，西安马拉松。4月18
日，郑开马拉松、上海半马，杭州临安
半马、宁波女子半马、淮安马拉松、海
南东方半马等15项赛事将在同一天
鸣枪。

另外，4月24日举行的2021北
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也
值得关注，赛事规模将达万人，赛事
起点为天安门广场，终点为奥林匹克
公园。

河南省内方面，除了郑开马拉
松，目前已经定档的赛事还有4月5
日开赛的鹤壁马拉松赛，预计参赛人
数8000人左右；4月24日，商丘古城
马拉松赛也将登场，预计参赛人数
5000人左右。这两项赛事均设有全
马、半马和迷你马拉松三个项目。进
入5月，新县半程马拉松将于5月16
日举行，预计规模为6000人。

本报讯 4月1日，河南女排将奔
赴全运会排球预赛赛场，从国家队返
回的朱婷重披家乡球队战袍，她的目
标将是帮助河南女排冲进阔别12年
的全运会正赛。

随着全运会排球预赛的临近，此
前中国女排为期40天的集训在福建
漳州结束，国家队成员纷纷返回省队
备战全运会。3月29日下午，河南女排
的训练时间是两点半，朱婷早早到来，
此时郑大体院的训练馆里还黑着灯，
她用熟悉的家乡话和教练打完招呼，
就开始穿戴球鞋和护具，虽然阔别河
南队许久，但一切都一如往常。

作为中国女排队长，朱婷肩负重
任，常年训练比赛让她落下了一些伤
病，国家队方面特意派出体能师伴随，
全力保障她的身体健康。在河南队的
热身中，朱婷除了和全队一起完成规
定动作外，还会在体能师的安排下加
练一些拉伸。

面对记者们的长枪短炮，见惯了
大场面的朱婷也有些难为情。不过到
了队内对抗赛，全情投入的朱婷立刻
又恢复了霸气的神态，每次大力暴扣，
都博得队友们的叫好。由于朱婷的个
人实力非常突出，所以二传手经常会
选择把球传给她，对于场上偶尔出现
的一些不默契，朱婷不断地和队友进

行着沟通。
“比我上次见你明显长肉了。”训

练的间隙，省体育局副局长马宇峰赶
来看望朱婷。在国家队，主帅郎平为给
朱婷增肌没少花心思，眼下的朱婷也
是越来越壮。

此次全运会排球项目预赛男、女
排成年组各有15支队伍参赛，男排
U20组有20支参赛队，女排U19组有
21支参赛队，各组别的参赛队均分成
A、B两个小组进行预赛，小组前四名
出线，获得参加本届全运会正赛“门
票”。河南省排球队将派出四支适龄队
伍参加全部组别的预赛，并将全部力
争出线。

朱婷领衔的河南队此次分入成年
女排A组，同组对手有河北、澳门、香
港、江苏、四川、辽宁、浙江。从对手实
力来看，河南女排可谓抽到一个“好
签”，该小组除了4大国手坐镇的江苏
队实力超群，其余对手都不算强，河南
队只要拼掉浙江、四川、辽宁的其中一
支，拿到小组前四出线没有问题。

“朱婷的回归对于队伍的整体实
力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在年轻队员的
自信心以及对排球的理解上，带来了
很大的帮助。”河南女排主教练焦帅表
示，虽然朱婷与全队的磨合时间比较
短，但通过几天的训练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之前我们一直和朱婷保持着沟
通，包括她对于二传手的要求、球的规
格性能，我们都有所准备。”

对于今年全运会的目标，焦帅表
示：“河南女排已经12年没有进入全
运会正赛，通过每个全运周期的调整，
队员的不断补充，今年的阵容相比以
前更加完善。接下来，我们先踏踏实实
打好预赛，力争拿到全运会门票。”

朱婷上一次身披家乡球队“战袍”
出战，是4年前的天津全运会预赛。
2017年6月，在云南禄丰举行的全运
会女排预赛中，朱婷率领河南女排拼
到了最后一场附加赛，但她因出现严
重高原反应被送往医院救治，河南女
排未能出线。虽然在当年的全运会开
幕式上，朱婷作为河南代表团旗手隆
重亮相，但河南女排的缺席仍让她留
憾。如今，朱婷再次带领家乡球队出战
全运会，她将全力弥补4年前的遗憾。

4月1日，河南女排将前往秦皇岛
赛区，在进行体能测试后，4月6日将
正式拉开比赛的序幕。

朱婷回乡，
领衔河南女排向全运会发起冲击

郑开马拉松4月18日鸣枪
今年赛事没有邀请外籍选手及港澳台选手来参赛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3月31日，2021年第十四届郑开马拉松赛新闻发布会在河南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此次赛事将于4月18日在郑州、开封两城
举办。作为疫情后省内首次开放举办的大型赛事，将有45000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同场竞技，向着春天奔跑。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文 河南日报记者 邓放 摄影

朱婷在训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