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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文捷 文/图）为了更好
地体现公开、公正、公平，昨日，国家民委在
郑州建国饭店组织举行了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表演抽签仪
式，对在郑州进行的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16个竞赛项目，以及表演项目进行了全面
的抽签排位。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定于 9月 8
日至 16 日在郑州举行，共设花炮、珍珠
球、木球、蹴球、毽球、龙舟、独竹漂、秋

千、射弩、陀螺、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
速、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含蒙古族式
摔跤“搏克”、维吾尔族式摔跤“且里西”、
彝族式摔跤“格”、藏族式摔跤“北嘎”、回
族式摔跤“绊跤”、朝鲜族式摔跤“希日
木”）、民族马上项目（含民族赛马、走马、
跑马射箭、跑马拾哈达）、民族健身操等
17 个竞赛项目。其中，民族马上项目将
于 7月 12日至 17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进行，其余 16 项 9 月份在郑州进
行。除竞赛项目外还设有表演项目，据
统计，本届民族运动会共有 192 个表演项
目，其中 7 月份在呼和浩特进行 7 个马上
表演项目，另外 185 个表演项目均于 9 月
份在郑州进行。

截至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二次报名
结束，确定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以及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34支代
表团、7009 名运动员参赛，较上届鄂尔多
斯全国民族运动会 6240 名运动员的参赛
规模有了较大提升。26日晚，主办方首先
进行了抽取各竞赛表演项目抽签顺序签
的程序，确定了 34支代表团在各竞赛表演
项目中的抽签顺序。在昨日下午进行的
竞赛表演抽签仪式中，34支代表团的联络
员对在郑州举行的 16 个竞赛项目和 185
个表演项目，进行了全面的抽签排位。

无论综合性运动会或单项比赛都要进
行抽签，抽签就是确定每个运动队或运动

员的参赛日程和对阵形势。国家民委文化
宣传司体育卫生处处长张剑辉表示：“这次
进行的抽签仪式，可以说是本届民族运动
会竞赛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随着民
族运动会不断的规范和科学，抽签方式也
都是按照专业的组织方式，公开、透明、科
学进行的。根据抽签结果把对阵形势和比
赛日程，详细明确到每个代表队，每个项
目、每个时间和地点，确定以后就会编制运
动会的秩序册，秩序册就是各代表团参加
所有项目比赛的指挥棒。”

由于各个项目的竞赛规程不同，因此
要求所进行的抽签排位工作极为细致，大
到团体比赛的分组，小到个人项目的出场
顺序，共有约 4000 个签落位。为了保证
此次竞赛表演抽签仪式的顺利进行，本届
全国民族运动会执委会竞赛表演部多次
进行了抽签方案的拟定、整理、排版、汇
总，23日全天对抽签仪式的各个流程和环
节进行了预排，确保了抽签仪式顺利进
行，不出纰漏。

此外，来自全国 34支代表团的联络员
昨日上午还对奥体中心、市体育场、市体
育馆、惠济区、郑东新区等地的比赛场馆
和住地进行了参观考察。昨日中午在建
国饭店，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司长武翠英
在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联络员会议上，对
联络员在参观考察中发现并提出的问题
作了答复。

全国民族运动会举行抽签仪式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文/图）昨
天，在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水域，24
名男女手拿竹竿，脚踩着一根“木
头”，纵横水面，速度快时“木头”若
隐若现，在水面上演绎激情的“水上
轻功”。

经过两天角逐，“民体杯”全国独
竹漂比赛在郑东新区北龙湖水上中心
落下帷幕，广西选手在比赛中表现突
出，包揽了全部四个单项的冠军。来
自贵州、重庆等地的独竹漂高手分获
大赛的二等奖。由于东道主河南队刚
刚组队，显然无法与这些高手比拼，对
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参与和学习。

记者在北龙湖赛场看到，运动
员们脚踩“独竹”，手握长竿，扎稳马
步，待裁判信号声一响，便开始左右
点水，划行前进，再现“一苇渡江”的
绝技。赛场上，运动健儿们使出浑

身力气，迅速划动竹竿，奋力前行，
展开激烈的冠军争夺战，波光粼粼
的湖面上，水花飞溅，激情四射，场
面十分壮观。至此，作为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两个
水上项目的测试赛，“民体杯”龙舟、
独竹漂比赛也圆满落幕。

独竹漂是民族运动会上最具刺
激性和观赏性的比赛之一，加之在
地处中原的河南非常难得一见，比
赛吸引了不少观众特意来看“稀
罕”。在比赛中，广西选手显示出强
大实力，将四个第一名全部收入囊
中，黄适骥和陆春桃分别在男、女项
目的角逐中各自夺得冠军。

在2011年的第九届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上，独竹漂第一次被列
入正式比赛项目。作为竞赛项目的
独竹漂，对参赛者的身体素质要求较

高，尤其是平衡协调能力，同时对力
量、耐力、技巧等也有很高的要求;作
为表演娱乐项目，这项活动还能激发
人们征服大自然的拼搏精神和勇气，
给人以置身山水之间的乐趣。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安徽、广
西、贵州、海南、河北、湖南、江苏、
重庆以及东道主河南等 9个省、市、
自治区的男、女各 24 名运动员参
赛，分别设置男、女 100 米、200 米
直道竞速共 4小项。

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第十
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筹委会主办，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执委会承
办的本次比赛，也是民族运动会的
一项重要的测试赛，在为运动员提
供了一次宝贵的实战热身机会的同
时，裁判员、志愿者队伍以及比赛场
地的软硬件设施都得到检验。

独竹漂测试赛昨日收官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刚刚在北

龙湖结束了全国龙舟和独竹漂赛事的
角逐，本周末，第二届“龙行中原”河南
省全民龙舟赛(濮阳站)暨 2019年第三
届龙都濮阳龙舟赛即将在濮阳金堤河
国家级湿地公园举办，这也是我省备
战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又
一次预热。

“龙行中原”河南省全民龙舟赛是
省体育局打造的一项具有影响力的重
点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在全省各个地市
进行了积极推广。今年已经进行了两
站，分别在周口和淅川举行。即将开始
的第三站在濮阳县举行。

据了解，龙都濮阳龙舟赛是当地打
造的一项重磅赛事活动，有着良好的社
会效果。作为中华第一龙出土地，濮阳
县是无可争议的“中华龙乡”，与龙有着
深厚的渊源。

为扩大濮阳县的龙文化影响力，打
造龙文化品牌，当地政府积极向省、市
体育部门争取这项赛事的承办权，力争
通过举办赛事活动，起到宣传推介濮
阳，促进当地体育事业发展，打造地方
特色文化的综合效应。

本次大赛设男子 22人制 200米直
道竞速、女子组 12人制 200 米直道竞
速、混合组 22 人制 200 米直道竞速。
分公开组和县区组，分别进行录取。第
一名设置奖金 1万元，第二名 8000元，
第三名 6000元，其他名次根据参赛队
伍多少，分别录取第四至第六名，每个
名次都有奖励。

濮阳站龙舟大赛由河南省体育局
和濮阳市政府主办，河南省社会体育管
理中心、河南省龙狮龙舟运动协会、濮
阳县体育局等联合承办，河南省一帆水
上运动俱乐部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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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文/图）
上轮主场一球擒下“升班马”深圳
佳兆业，建业的保级之路豁然开
朗。昨天，建业全体将士在主帅
王宝山的率领下轻松兵发羊城，
备战本周六晚与广州富力的中超
关键战。

奥汉德扎在与深圳的比赛中
得到一张黄牌，这样累计四张黄牌
的大奥将自动停赛一场，缺少了奥
汉德扎和巴索戈的建业前锋线，进
攻质量将肯定大打折扣，只有一名
唯一外援伊沃坐镇的中原子弟兵，
尽管缺兵少将，但善于在用人上出

“奇兵”的王宝山显然不甘束手就
擒，客战状态不佳的华南虎，建业
的“想法”肯定不止“全身而退”。

主场拿到胜利之后，目前建业
队积 17分，比广州富力多了 2分，
排名也领先一位。但从双方实力
对比来讲，建业队与对手还是一定
差距，特别是在只有伊沃一名外援
出战的情况下，这种差距还会进一
步放大。加上广州这个时候闷热
潮湿的天气，对建业队员更是一种

严峻的考验。历史上，但凡在夏天
到广州作战，建业队鲜有佳绩。

不过尽管是胜算不大，但因
为之前在主场战胜了深圳佳兆
业，建业已经创造了近三年来的
最佳半程战绩，这场比赛的压力
就小了很多，全队得以以一种轻
松的心态去面对。

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建业队
就一直受减员的困扰，这一场更
是达到了极致：巴索戈回国踢非
洲杯，奥汉德扎累计四张黄牌停
赛，王宝山已经是“无锋可用”。
本场比赛将不得不“锻炼新人”，
而这种情况对于年轻球员倒是难
得的机会，在轻松的心态之下，或
许能有上佳发挥，进而去获取主
教练的青睐。所以说，尽管实力
受人员损失而削弱，但队伍的斗
志却不容忽视。

建业这边缺兵少将，富力也好
不到哪儿去。首先是主队扎哈维
的缺席让建业看到了希望，扎球王
就是广州富力的“大腿”，这一点没
人否定，但本周六晚上主场迎战河

南建业的比赛，扎哈维因为上一轮
的红牌要作壁上观了。

对于富力来讲，扎哈维的缺
席无疑是让球队的大刀少了一道
利刃，很显然，富力在进攻端将大
打折扣，所以，斯托伊科维奇不得
不调整球队的进攻端组合。

从目前的阵容来看，富力和建

业两队都不算整齐，富力因伤停会
有两三个球员无法出场，建业也不
容易，奥汉德扎四黄停赛后，进攻
端能出场的外援仅有伊沃一人，所
以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拼两队的整
体。因此，在两队都不能拿出全部
主力之时，或许建业应该也有机会
在富力身上讨点便宜。

建业周六挑战富力有“想法”

出发前的建业在中牟训练基地挥汗备战出发前的建业在中牟训练基地挥汗备战

6月27日，中国女足守门员彭诗梦在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为球迷签名。当日，中国女足结
束在法国举行的2019年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
征程抵达北京。 新华社记者 贺长山 摄

新华社洛桑6月26日电（记者 高鹏 王子江）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26日在这里表示，奥运申办规程的改变只会让申办更加

“灵活”，而不会影响奥运会的魅力。
当天早些时候，国际奥委会第 134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修

改奥运会申办规程的若干建议，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包括：第一，
未来的奥运会不再限定在一个城市举办，可以多个城市甚至国
家（地区）联合举办；第二，不一定非要提前七年确定奥运会举办
城市；第三，分别组建“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和“冬季奥运
会举办地委员会”，成员相对固定，以取代现在的“评估委员会”，
负责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推荐多个或者单个候选城市。

巴赫在全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的奥运会举办地
产生机制的最大优势是“灵活性”，它既有助于扭转城市申办热
情不高的困局，也可以保证未来奥运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巴赫表示，对申办规程进行调整主要是形势所迫。“过去申
办失利了，大家可能会难过几个月。但过了这几个月，人们就会
振作精神，再次提出申办。然而社会环境变了，人们现在根本接
受不了失利，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如果哪个城市申办失利，可能
四年甚至八年之内它都不会再提出申办。长此以往，我们将面
临无人愿意申办的危险。”

按照这种“奥运申办应避免制造太多失败者”的逻辑，外界
猜测，今后一届奥运会只有一个候选城市或许会成为常态，但巴
赫表示，在新的机制下，“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或“冬季奥
运会举办地委员会”可以只推荐一个候选城市，也可以延续以往
那种多个候选城市互相竞争的方式，“这需要视具体情形定，我
们会灵活掌握的。”

巴赫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虽然未来奥运会不再限
定在一个城市举办，但这并不意味国际奥委会更鼓励或者倾向
于多地联合举办。“我们更在意的是多利用现有或者临时设施，
在此基础上，拟联合申办的城市距离越近越好。”

巴赫还表示，对于提出联合举办的城市会有一些具体要求，
比如在每个城市场馆都要相对集中，以确保不同项目的运动员
居住、比赛不过于分散，以及奥运会大家庭的氛围，“保持奥运会
的魅力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奥运会也可以联办了

本报讯（记者 陈凯）在日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结束的 2019
空手道奥运积分赛A系列赛一站比赛中，共有尹笑言和李冉冉
两位河南女将身披国家队“战袍”出战本站比赛，最终斩获一枚
银牌和一枚铜牌，展现了河南空手道健儿的不俗实力。

本次蒙特利尔站的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659名
男、女运动员参赛。经过3天激烈角逐，最终中国空手道队获得
了一枚银牌和两枚铜牌，其中河南女将尹笑言和李冉冉分别拿到
了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的银牌和女子个人组手-55公斤级
的铜牌。尽管名将尹笑言没能在本站比赛中夺冠，但她仍旧领跑
东京奥运会空手道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奥运积分榜。

空手道奥运积分赛
河南健儿展现实力

本报讯（记者 陈凯）看惯了詹姆斯、杜兰特、
哈登这些美职篮巨星的惊艳表演，难免会有一些
审美疲劳。换一个角度，观赏一下小孩子们的篮
球比赛，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经过两天角
逐比拼，第四届幼儿篮球嘉年华——2019华蒙
星全国总决赛，日前在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体育
馆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60支代表队的近 2000名幼儿园“萌娃”汇聚绿
城，演绎出“灌篮小高手”的精彩大戏。

本届幼儿篮球嘉年华历时数月，共吸引了
来自全国 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50个基
层群众体育站点、超过 3000支代表队，近三万

名儿童参与其中，经过层层晋级，最终有 60支
代表队晋级到本次全国总决赛。最终，河南、广
东等 8所幼儿园代表队获得幼儿篮球操金奖；
河南代表队夺得三项技能赛冠军；湖南代表队
斩获 3vs3实战赛桂冠；内蒙古代表队折桂女老
师斗牛赛。本次总决赛期间，还在郑州市举行
了一场专属于幼儿篮球的“全明星”之夜，在各
个项目比赛中表现优异的 20多名小球员，组成
了两支“全明星队”，在活动现场展开了精彩对
决。孩子们在场下呆萌可爱的造型，在场上拼
劲十足的精神，感染了现场每一个人，大家纷纷
点赞这群“小明星”。

幼儿篮球嘉年华总决赛“闪耀”绿城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两天激烈比拼，
“体彩杯”2019 年郑州市青少年网球、短式网
球排名赛第三站比赛，日前在郑州英开体育
公园收官。晋级该项赛事总决赛的选手也全
部产生。

本项赛事由郑州市体育局主办，郑州市网
球协会承办，比赛项目分为网球和软式网球两
大项，全部为单打比赛。其中网球项目根据参

赛选手的不同年龄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组，
短式网球不分年龄组。参加第三站比赛的
130余名网球小将来自我市 11支代表队。

今年的郑州市青少年网球、短式网球排名
赛分为三站分站赛和一站总决赛，第三站比赛
结束后，根据三站分站赛的积分排出各项目组
别积分排名前八名的选手，这些选手也顺利拿
到参加该项赛事今年总决赛的“门票”。

市青少年网球排名赛分站赛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