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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凯）2016~2017 赛季中
国排球联赛，将于本周末（29日、30日）点燃
战火。其中女排联赛将于 29 日开赛，男排
联赛将于 30 日开赛。河南天冠男排、河南
奥瑞克电梯女排将双双出战新赛季联赛首
轮争夺，并力争“开门红”。

新赛季男排联赛，河南男排首轮将做
客福建，挑战福建男排。上赛季，河南男排
取得了第六名的成绩，而福建男排紧随其

后排名第七。经过休赛期的调整，河南男
排阵中主攻崔建军、二传焦帅两位国手的
伤病已经恢复，队伍也将以齐整阵容出战
新赛季。昨天河南男排兵发福建，为 30 日
开打的与福建男排新赛季首轮较量展开最
后的备战。谈及首轮比赛，河南男排主帅
梁杰表示：“新赛季首场比赛都不好打，再
加上又是客场作战，难度会更大。不过我
们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切困难的准备，力争

拿下首轮比赛。”
河南女排新赛季首轮比赛将于 29日坐

镇主场漯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实力
强劲的天津女排。为了打好新赛季首场比
赛，河南女排的姑娘们提前一周来到漯河
主场进行封闭训练。作为卫冕冠军，天津
女排新赛季阵容更为强大，除了保留夺冠
功臣外援卡里罗外，还引进今年头号强援、
塞尔维亚第一主攻米哈伊洛维奇，这也使

得该队的实力更上一层楼。河南女排新赛
季也引进了主攻梅根和接应墨菲两位实力
派美国外援，实力大增。对于与天津女排
的首轮比赛，河南女排主帅詹海根表示：

“虽然我们引进了两位颇具实力的外援，但
与天津女排相比，整体实力上还是存在差
距的。与该队比赛，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拼
对手，力争‘开门红’，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想
要的结果。”

中国排球联赛周末燃战火
“中原军团”力争“开门红”

10月27日，丁俊晖在比赛中观察球路。当日，在2016世界斯诺克国际锦标赛四分之一
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以6∶2战胜苏格兰选手希金斯，晋级四强。 新华社记者 王 松 摄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连续两个主场被保级队石
家庄永昌和长春亚泰击败，教练组和全体球员的心情
可想而知。本周日，中超进入最后一轮的争夺，建业
队做客京城挑战本赛季同样表现不佳的北京国安，双
方都希望用一场完美的胜利完成 2016 年底中超赛
程。而曾经在北京惊险保级的中原子弟兵，如今故地
重 游 ，他 们 将 以 何 种 姿 态 和 结 果 完 成 并 不 平 坦 的
2016赛季呢？

最近两场比赛建业队连续扮演“送分童子”的角
色，老贾对球员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因此最后一场比
赛，虽然双方都算是“无欲无求”，但建业还是希望能
打出好的表现。

周日的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萨马尔季奇和李晓
明解禁复出，建业队能够以最强阵容出战北京国安。
本轮面对希望用胜利答谢球迷的京城御林军，建业队
是以尴尬的三连败谢幕还是体面地收官，已成为评价
这一赛季表现的一个指标。

与建业近况不佳相似的是，京城御林军也受到
球迷的质疑，被长春亚泰击败更让国安球迷无法容
忍，上轮在京沪大战中尽管火药味很浓，但最终还
是以 0∶0 平分秋色。因此周日京豫之战的谢幕演出，
北京国安肯定想在建业队身上撒野，首要目标就是全
取胜利，俱乐部也对国安下达“必杀令”，就是用胜利
完成最后一场比赛。

面对咄咄逼人的京城御林军，低调出战的建业队
以何种姿态和表现出战值得期待。据了解，建业高层
对本场比赛也非常重视，届时中原球迷也将前往北京
为家乡子弟兵呐喊助威，期望他们在谢幕演出中打出
精气神。主帅贾秀全更希望弟子正常发挥水平，打出
建业队的特点和气势。“输球不可怕，但要输得明明白
白。与北京的比赛难度不小，但我们绝不能临阵退
缩，将河南建业队顽强和不服输韧劲发挥出来，不留
遗 憾 ，力 争 以 满 意 的 结 果 完 成 2016 赛 季 的 中 超 征
程。”老贾无奈地向记者说道。

周日客战御林军
建业盼不留遗憾

本报讯（记者 陈凯）河南乒乓球又创造了一段新历史！昨天
上午，正在江西九江举行的 2016 年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上传来
喜讯，河南旭龙男乒青年队在当天上午结束的本次比赛男团决赛
中以 3∶1 战胜辽宁队勇夺桂冠，创造了河南乒乓球在全国青年比
赛上的历史最佳战绩。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河南乒乓球继蝉联
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男团冠军、乒乓球全锦赛男双摘铜之后，今
年连续书写的第三段新历史。

本次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历时 7
天，全部比赛将于本月 30 日结束。本次比赛共设男、女团体，男、
女单打 4 个项目，共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行
业体协的 30余支队伍的 400余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是我国青
年乒乓球的一项传统年度赛事，代表着我国青年乒乓球的最高水
平，旨在检验各参赛队后备力量。获得本次比赛男、女单打前 4 名
的适龄运动员，将有机会直接入选国家队。

河南男乒主教练王超告诉记者，队伍派出了牛冠凯、于何一、
刘东、李佩剑、曾强等小将参加本次比赛。男团比赛中，河南男乒
小将们发挥出色，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跻身淘汰赛。淘汰赛阶段，河
南男乒先后在 16 进 8 比赛中 3∶2 力克山西队，8 进 4 中 3∶2 力克华
东理工大学队，半决赛中 3∶1完胜八一队，决赛中 3∶1战胜辽宁队，
最终捧得桂冠。

全国青锦赛男团折桂
河南乒乓球再创佳绩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谁也不会想到，中超保级大战如此残酷，除了永
昌提前出局外，最后一轮还有四支球队皆有降级可能。本周日，中超最后一
轮将同时开球，广大球迷最为关心的当属哪支球队会不幸降级。四场令人
揪心的比赛分别是：长春亚泰主场对阵上海申花，天津泰达客场挑战重庆力
帆，杭州绿城主场叫板延边富德，辽足主场将死磕江苏苏宁。

从积分榜上看，最为危险的肯定是积分落后的杭州绿城。痛失好局在
积分榜上被逆转之后，绿城不仅要在最后一轮战胜延边富德，而且还要看其
他球队脸色。而泰达、辽足与亚泰，只要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取胜，肯定保级
成功。但对泰达最为不利的是，最后一轮比赛，绿城、宏运和亚泰都是主场
作战，而泰达要客场挑战实力不俗的力帆，获胜的难度确实很大。因此积
33 分的泰达队看似还把握着主动权，但实际上已经是降级最热门的球队。
除非下轮客场击败力帆，否则泰达降级的概率极大。

杭州绿城最近几年年年要经历保级大战，但大多数都是到最后一轮还
处于领跑位置，要追别人的是 2009 年，那一年杭州绿城降级。好在因为打
假扫黑，杭州绿城最终“被中超”。这一次杭州绿城又一次失去了主动权，他
们在周日的比赛中争取胜利的同时，还要看别人的脸色。绿城最后一轮主
场迎战延边队，只有赢球才能留住保级的希望。长春亚泰在主场迎战上海
申花，申花目前还需要争前三确保直接参加亚冠联赛的资格，他们是否尽全
力也将一定程度上决定绿城的命运；另外如果江苏苏宁能客场战胜积 33 分
的辽宁队，那么绿城赢球就能保级。如果辽宁在主场战平江苏苏宁，由于辽
足与杭州本赛季两次交手的战绩为一胜一平，辽宁也能保级成功。

比赛之外，场外因素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年中超韩籍教练的加盟，
坊间有传闻韩国教练执教的球队会在保级大战中“协作”。此前已有多场比
赛都出现了与传闻相吻合的结局。值得关注的是，最后一轮绿城对手是延
边，两队都是韩国教头，在延边保级的情况下，朴泰夏送老乡洪明甫顺水人
情也在情理之中。但可怕的是，力帆主帅张外龙也来自韩国，阻击泰达帮助
老乡的可能性同样存在。另外，回到主场的亚泰和宏运，虽然申花与苏宁这
两个对手实力强劲，但主场优势不容忽视，两队携手拿到 3分也并不意外。

综上所述，目前最危险的是杭州绿城。只有末轮取胜，保级的希望相
对而言才会大一些，一旦输球或战平，球队很有可能降级。即使杭州绿城
末轮取胜，也要寄希望前面的几支球队不能同时赢球。天津泰达末轮战
平也有降级可能，不可大意。当然，最后一轮联赛结束后，也有可能出现
两支甚至多支球队积分相同的情况，这恐怕也是谁也不想面对的现实。
因此一场比赛的结局牵动万人心，即将收官的中超，以这样的悬念结束确
实让人始料未及。

本报讯（记者 陈凯）为备战 11 月上旬开赛的河南省篮球联赛
大区赛，代表郑州市参赛的郑州星工厂队昨天举行出征仪式。接
下来近一周左右时间内，这支由河南省男篮退役队员、篮球爱好者
等组成的队伍，将进行更加积极的训练备战，力争从大区赛中出
线，晋级最后的四强赛。

本次联赛是我省首次举办全省范围内的业余篮球联赛，共分
为选拔赛、大区赛和四强赛三个阶段进行，旨在促进我省业余篮球
赛事的发展，推动篮球运动在广大群众中的普及，全部比赛将于
12 月底结束。经过第一阶段选拔赛，拥有王占宇、温武、崔磊等河
南男篮退役球员的郑州星工厂队从郑州市的选拔赛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代表郑州市参加联赛第二阶段大区赛的参赛资格。

郑州市星工厂队将与来自新乡、安阳和许昌的四支队伍，参加
北区大区赛。北区大区赛将于 11 月 4 日、5 日、6 日在郑州师范学
院举行，获得赛区冠军的球队将获得参加第三阶段四强赛的“门
票”。第三阶段将采取主客场赛制，直至决出最终的冠军。

郑州市篮球协会秘书长李建胜告诉记者：“代表我市参加大区
赛的星工厂队还是颇具实力的，队中不仅有退役的专业篮球运动
员，还有长期活跃在我市各项篮球赛事中的佼佼者，他们彼此间相
互熟悉、配合默契，有望在本次联赛中创造佳绩。”

出战河南省篮球联赛
郑州市代表队昨出征

中超：降级四选一

10 月 26
日，湖人队球
员布莱克（中）
在比赛中扣
篮。当日，在
2016~2017
赛季 NBA 常
规赛中，洛杉
矶湖人队主场
以 120∶ 114
战胜休斯敦火
箭队。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为弘扬长征精神和贺
龙元帅所倡导的体育精神，开启新的足球之旅，
搭建城市间和谐互促的联谊平台，今天，“贺龙
杯”2016 湘鄂豫赣四省中老年足球邀请赛在贺
龙体育中心拉开序幕。昨天，由河南功勋教练王
随生挂帅的河南老班底华兴监理足球队分两批
踏上南下的火车，未来一周，将与湖北、江西以及
东道主湖南队角逐本次赛事的冠军奖杯。

本次老班底华兴监理足球队阵容强大，球迷

熟悉的前河南队队员周延岭、王克杰、杨延玉、王
春、袁志新、刘宝军等均披挂上阵。

据了解，本次比赛每场进行 90 分钟，分为三
节，每节比赛时间为 30 分钟，中间休息 10 分钟，
第一节与第二节比赛为正式比赛，如 60 分钟正
赛打平，待 90 分钟后进行点球大战;比赛结果是
只取前两节比赛成绩，第三节为快乐足球（本节
比赛结果不计成绩）。本次比赛的参赛运动员必
须年满 50岁。

湘鄂豫赣中老年足球赛长沙今日开战

本报讯（记者 于淼）昨日，由印度著名男星沙鲁克·汗主演的
动作悬疑大片《脑残粉》在奥斯卡曼哈顿影城举行了点映。到场的
观众对沙鲁克·汗一人分饰两角、左右互搏的精湛演技纷纷给予赞
赏。一位李姓观众点映后表示：“沙汗一人分饰两角、演技果然惊
人，把一个明星与粉丝之间的故事拍得相当精彩。”此外影片中上
天下海、横跨亚欧大陆的连场追逐动作戏码，也让观众大呼过瘾，
认为本片的阵仗与素质完全不输好莱坞大片。但也有观众表示：

“没有歌舞的印度电影总觉得少了点乐趣。”
有着“宝莱坞之王”美誉的沙鲁克·汗在电影中一人分饰两角，

时而是魅力无限的大明星阿利安，时而是瘦弱矮小的小粉丝高瑞
夫。为了完成电影中对“两位”角色极具差异化的展示，电影《脑
残粉》在前期特地邀请了好莱坞顶级化妆大师格雷格·卡农，后
者曾经负责《变相怪杰》《范海辛》《加勒比海盗》等名作的化妆特
效，并凭借《本杰明·巴顿奇事》斩获奥斯卡最佳化妆奖。据悉，
在多数化妆特效中，让一位角色“变老”比较常见，但让该角色

“变年轻”却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不要说如此化妆
特效的承担者还要作为主角长时间出现在镜头前。本片将于 11
月 4日与全国观众见面。

《脑残粉》郑州点映

本报讯（记者 秦华）本周六，音乐人胡彦斌将在北京卫视《跨
界喜剧王》中献上自己的喜剧首秀。昨日，记者采访了胡彦斌，他
表示，此次他将与李菁合作为大家献上一段相声，“主题就是鼓励
大家努力做好自己”。

胡彦斌坦言，接到邀演，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怎么会找我？
“开始的时候很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演过喜剧，就算以前客串过一
些影视剧，也都是演音乐人，但后来我就开始好奇，然后翻看节目，
看到舞台上大家还都挺开心，而我又是个愿意带给大家快乐、让大
家开心的人，就慢慢觉得要不试试，但其实一开始是拒绝的。”

此次胡彦斌将与李菁合作为大家献上一段相声，“第一次选择
说相声是觉得相声可能比较容易，进入排练才发现不是这样，相声
也是要演的。最难的就是语言的表达方式，语速、语气，都和平时
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他说，刚开始他对剧本完全没有想法，后来尝
试按照写歌词的方式写了一个创意，没想到李菁觉得还行，就开始
按照这个方向整，“最终我们想通过节目传递这样一个观念，那就
是不要永远羡慕别人、想做别人，其实还是做自己最好。”

胡彦斌坦言，此次在表演中特别忐忑，因为词特别多，以前最
多就是背歌词，相声的台词太多，最怕忘词，“上台前很紧张，表演
时和平时的自己完全不同，不过这也是我来的目的，我想突破自
己，想看看能演成什么样，我对自己还是有期待的。”而对于记者

“你的撒手锏是什么？”的提问，胡彦斌幽默回应：“因为我真的不专
业，这可能就是我的撒手锏吧。”

“我是个喜欢挑战的人，经常做安全的事情没什么意思。我做
音乐也喜欢颠覆性的改编，我喜欢那种未知的感受。”胡彦斌表示，
作为一个音乐人，在接下来的演出中，他可能会尝试将音乐元素融
入曲艺作品。

胡彦斌：努力做好自己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童话故事的结尾总是如此：“从此以后，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然而，王子和公主不会永葆青春，当
王子和公主白发苍苍，生活又将怎样？记者昨日从广西师大出版
社魔法象童书馆获悉，美国荣格派精神分析学家Allan B.Chinen 的
作品《从此以后——童话故事与人的后半生》，从 4000 多篇世界民
间故事中精选出 15 个具有代表性的老人童话故事，描绘了大多数
普通人的生活困境以及其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揭示了每个人在后
半生必须完成的心理发展任务。

童话故事是儿童成长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而美国精神分析
学家、心理学科普作家Allan B.Chinen 善于运用心理学的专业知识
阐释世界各地的童话，创作了大量有关成人发展和老年学的研究
著作，开拓了童话学研究的新领域。代表作有“童话与心理学”四
部曲：《从此以后——童话故事与人的后半生》《童话中的男性进化
史》《大人心理童话》《拯救王子的公主》。

美国畅销书作家琼·辛格评论说，本书第一次将中国、日本、德
国、印度等国家以老人为主人公的童话故事收集到一起，这些故事
本身就精妙绝伦，而经过作者的巧妙解释，它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成
熟期的心理学意义。一言以蔽之，本书是精彩的。它写得如此优
美，如此动情，如此睿智。

“从此以后”会怎么样？

昨天凌晨，欧洲几
大联赛都进行了一轮杯
赛的较量，英格兰联赛
杯中，曼联 1∶0战胜曼
城，西班牙国王杯上，皇
马则轻松击败低级别的
对手。两队主帅穆里尼
奥（左图）和齐达内（下
图）的表情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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