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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献礼新中国70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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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20192019年年99月月88日—日—1616日在郑州举行日在郑州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文捷）为扩大提高
民族运动会的宣传面、知晓率，汇聚人
人参与、人人支持的强大合力，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式 100 天倒计时活动暨安保誓师大会，
将于 5 月 31 日在郑东新区如意湖广场
举办。

本次活动由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
会执委会、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
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主 办 ，执 委 会 各 部
（室）、郑州文化馆、各开发区党办、各县
（市、区）党委宣传部承办。主办方在如
意湖广场设置了一块开幕式 100 天倒计

时牌，31 日上午 8:30 举行揭幕仪式，并
进行民族文艺演出。

主会场民族文艺表演在广场舞台展
开，节目主要是全国及省级比赛中获奖
的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作品、国内知名媒
体及栏目播出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优秀作
品。在广场上还将进行民间文艺表演，
以及广场舞《赞赞新时代》《爱我中华》等
群众文艺表演。

另外，主办方将组织传统体育项目
展示、特装展示、工作实绩展示等，并向
市民发放宣传册（单），举行“奋进新时
代 中原更出彩”“当好东道主 热情迎嘉

宾”条幅万人签名活动，为民族运动会宣
传造势。

开幕式 100 天倒计时活动的主会场
设在郑东新区如意湖广场，此外，各县
（市、区）将在五一公园、文博广场、二七
广场、东大街商城遗址北广场、美景万
科广场、航海东路第八大街中心广场、
高新区中心广场、福鑫沃金商业广场、
亚星盛世广场、中牟县人民文化广场、
新密市青屏广场、巩义市人民广场、新
郑市炎黄广场、登封市迎宾广场、荥阳
市植物园等地方设置分会场，通过举办
文艺表演、民族舞蹈、传统武术、舞龙舞

狮、戏曲、广场舞表演、现场签名、发放
宣传页等活动，喜迎民族运动会召开，
为新中国 70 华诞献礼。

另据悉，执委会安全保卫部将在开
幕式 100 天倒计时活动现场进行誓师
大 会 ，决 心 为 本 届 民 族 运 动 会 提 供 安
全保障。

据本届民族运动会执委会大型活动
部负责人介绍，举办开幕式 100 天倒计
时活动是动员市民知晓运动会、参与运
动会的实际举措。使广大群众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人们对“奋进新时
代、中原更出彩”的憧憬和信心。

本周五：全国民族运动会“百日誓师”

5月27日，阿斯顿
维拉队球员在颁奖仪式
上庆祝。当日，在温布
利球场举行的英冠联赛
升级赛决赛中，阿斯顿
维拉队以2∶1击败德比
郡队，时隔三年后重返
英超。近年来，英超的
商业开发领先全球，据
估算，一支英超升班马
即便当赛季降级，也能
在三年的时间里拿到至
少1.7 亿英镑的分红，
因此，这一场升级附加
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值钱”的一场比赛，远超
世界杯决赛和欧冠决
赛。 新华社发

自 2010 年起，每年的 5月份被定为河
南省全民健身活动月。火红的5月，一年一
度的河南省全民健身活动月如约而至，又是
一年健身月来到，又是一季健身潮涌动。5
月的中原大地，体育与快乐同行，运动与生
命同在，健身与精彩相伴，从省级赛事到县
（市）区级比赛，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让大中原“动”了起来，参与其中的广大
市民群众也在畅享健康的同时“乐”了起来。

走出健康走出精气神儿走出健康走出精气神儿

走出健康，走出精气神儿！昨日，河南
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持杖健走
交流活动，在安阳林州市举行。来自全省各
地 23支代表队的 400余名老年朋友，汇聚
人工天河红旗渠的故乡，通过持杖健走，享
受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感受坚韧的红旗
渠精神。

本次省十三届老健会持杖健走交流活
动为期3天，设有场地接力、户外穿越、手杖
操 3个竞赛项目。参与活动的老年朋友们
个个精神抖擞，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行走向
前，在健步如飞中走出了老年朋友们的健康

和风采。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由河
南省体育局、河南省委老干部局、河南省老
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大会每四年举办一
届，今年是第十三届，旨在展示全省各地老
年人健身风采，分享健身经验。

比擂比擂““简化少林拳简化少林拳””

刚刚过去的双休日，郑州市永翔体育俱
乐部热闹非凡，郑州市第七届中小学生体育
节暨“晨光”中学生简化少林拳锦标赛在这
里激情举行。来自我市各县（市）区中小学
校 39支代表队的 701名小选手汇聚于此，
在个人和团体两大项目上演武比擂的同时，
弘扬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从 2007年下半年开始，由市教育局和

市体育局联合开展的“简化少林拳进课堂”
活动，便开始在我市市区小学进行推广。这
一活动开展 13年来效果显著，已经在我市
各县(市、区)942所小学全部普及，参与学生
人数达到了42万余人。

据了解，我市每年举办一次的简化少林
拳锦标赛，不仅是对“简化少林拳进课堂”活
动效果的检验，而且也进一步提升和强化了
少林武术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品牌价值，对
打好特色体育基础，更对加强少林文化的挖
掘、整理和开发，全面推进少林文化资源整
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60160名网球小将挥拍较高下名网球小将挥拍较高下

炙热的天气更激发了网球小将们参赛

的热情，刚刚过去的双休日正商红河谷国际
网球运动中心一片激情挥拍的热闹场面，
2019“体彩杯”郑州短式网球分站赛第二站
比赛在这里举行。2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市
10余所小学的 160 名网球小将欢聚一堂，
切磋交流一较高下。

本次比赛，设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
4 个竞赛项目，参赛选手年龄为 11 岁以
下。记者在现场看到，160名参赛的网球小
将们个个精神抖擞，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大
家依然保持了饱满的竞技状态，每一次挥
拍、每一声呐喊，都展现出我市网球小将们
的风采。本次比赛旨在为我市广大学习短
式网球项目的小选手搭建一个切磋交流的
平台，通过比赛进一步检验他们的学习效
果，激发他们学习网球的兴趣。

全民健身月“动乐”满中原
——2019年河南省全民健身活动月剪影

本报记者 陈凯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建业足球俱乐部获悉，
因伤连续缺席两轮中超联赛的建业中场核心伊沃伤病大有好
转，已经开始随队训练，如果不出意外，周末主场与广州恒大的
对话中，伊沃将会重新披挂上阵。

最近两轮，没有伊沃的日子里，建业队的中场梳理明显降低
一个档次，顶替其出场的小将钟晋宝显然在各方面还有待提
高。依靠着在五月初足协杯比赛中的出色表现,钟晋宝在伊沃
受伤的情况下终于得到了联赛首发的机会。但是他和冯卓毅的
能力显然还无法与伊沃相提并论,他们二人在未被贴身盯防的
情况下都出现了传球失误。钟晋宝作为年轻球员的确有灵性,
但是由于身体不够强硬,这名中场护球能力不足。与上港比赛
中，上半场比赛有两次拿球组织时因犹豫犯下低级失误被对方
从身后直接断掉,他需要向伊沃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伊沃是在客场与华夏幸福的最后比赛时刻受伤，导致缺席
了上港和重庆的两场比赛，而在这两场比赛中，因为伊沃的缺席
而让建业队的进攻大打折扣。

2015到 2016赛季，这位和河南建业的平民气质非常吻合
的巴西“廉价外援”，用其无与伦比的表现，带领建业队度过了难
得的两个“平稳赛季”。离开建业的伊沃依然出色，成为北京人
和的中场核心、球队冲超的功臣，而没有了伊沃的建业，始终处
于风雨飘摇、举步维艰的境地。相信随着伊沃的复出，周末主场
对阵广州恒大，建业又多了几分爆冷指数。

另外，去年最后一场业余犯规遭遇停赛的建业后防大将顾操
“刑期已满”，本周末也可登场，这样建业有望以最强阵容出击，
面对最近状态不佳且周中还有一场足协杯赛的广州恒大，以逸待
劳的建业队大有可能利用主场优势给对手制造麻烦。

伊沃恢复训练
周末有望登场

本报讯（记者 王微晶 刘超峰）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
际，河南足球功勋教练王随生和他的山娃爱心足球团队走进汝
州市米庙镇榆庙村小学和于窑村教学点奉献爱心。由河南校足
办提供的爱心足球用品以及地产联盟捐助的文化用品，让大山
深处的孩子们首次接受足球爱心捐赠并零距离感受前建业名将
孟令伟、前河南女足队长王瑛等专业教练的悉心指导。

在该校操场上，对足球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学生们第一次接
触到足球，心情格外激动，足球专业教练耐心细致的讲解，更让
孩子们受益匪浅。接下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比赛，让孩子们
第一次享受到足球的魅力与快乐。据了解，这是山娃爱心团队
走进的第 178和 179所山村小学，之后爱心人士还将进行爱心
接力，将足球和爱心接力继续进行下去，让山区的孩子们接受专
业指导，零距离感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汝州市米庙镇榆庙村小学，只有8名教师、6个年级96个学
生，在距学校4公里处的于窑村教学点，一位代课老师带 8名学
生。于窑村是省定贫困村，这次爱心活动汝州法院也前往山区
小学奉献爱心，在六一前夕献上对山区孩子的关爱。

山娃爱心足球
为孩子过“六一”

5月28日，中国队球员在比赛中庆祝得分。当日，在
澳门综艺馆举行的2019澳门国际排联世界女子排球联赛
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 摄

新华社巴黎5月27日电（记者 苏斌）中国“金花”张帅27日
仅用时 52分钟，就以两个 6∶1击败了美国选手列普琴科，锁定
法网女单第二轮席位，一扫近期几站红土赛事连遭败绩的阴霾。

“我们两个人最近交手都是我赢得较为轻松。对手球路正
好对上我的球路，打着非常顺手，也不能说一下子状态有多好，
还是理性看待，只是不同对手打法相克。”赛后张帅点评道。

张帅此前在马德里、罗马和斯特拉斯堡三站欧洲红土赛事
中均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第50的她整场处于上风，在与列
普琴科的相持球过程中耐心寻找机会，而且击球落点精准，一
发、二发得分率均远胜于对手。最终张帅以6∶1、6∶1轻松晋级。

张帅表示，前几站赛事自己发挥了红土场上的正常水平，而
对手实力都非常强。虽然比赛输了，但她还是能学习到很多东
西，体会到不足的地方，然后再进行训练。本届法网她的抽签形
势相比以往要好一些，因此第一场能够拿下胜利。

之前红土赛事连战连败，没有给张帅带来太大压力，她说哪
怕输掉比赛，也是很好的经历。“只要上场就会有一方胜利一方
输球，应该从比赛中找到不足，要看到自己好的地方，理性地看
待胜负。”

张帅晋级法网第二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