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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凯）第四届全
国智力运动会将于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8 日在浙江省衢州市举行，我
省将派出 119 人组成代表团出战
本 届 智 运 会 ，其 中 运 动 员 92 名 。
这些棋牌“达人”将与全国的高手
们展开“最强大脑”的激烈比拼，诠
释智力运动的魅力。这是记者昨
日从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心获
得的消息。

第四届全国智力运动会，设有
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国际跳
棋、五子棋 6 个大项 57 个小项，我
省的棋牌“达人”们将参加 6个大项
中的 49个小项的比赛。据了解，为
备战本届智运会，河南省社会体育
事务中心，自今年年初开始举行了
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五子棋
和国际跳棋 6个项目的 9场选拔赛
和 9次集训，经过认真选拔和培训，
最终有 92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获得
了代表河南参加本届智运会的资
格。这些棋牌“达人”在今年的各项
目年度比赛中崭露头角，展现了不
俗的实力。象棋项目，小将宋炫毅
在 8 月份举行的 2019 年全国象棋

少年锦标赛 14 岁组比赛中夺得第
四名，本届智运会有希望进入前八
名；五子棋项目，女将霍九旭在 10
月份举行的 2019 全国五子棋锦标
赛中夺得冠军，本届智运会中霍九
旭有望在五子棋项目中向奖牌发起
冲击。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棋牌项
目的发展，普及推广力度逐年加
大，各类赛事活动蓬勃开展，群众
参与热情不断高涨，竞技水平稳
步攀升。希望在为期 11 天的第四
届全国智力运动会中，河南的棋
牌运动健儿继续发扬“顽强拼搏，
奋勇争先，胜不骄，败不馁”的优
良 参 赛 传 统 ，赛 出 风 格 ，赛 出 水
平，以良好的精神风貌争取运动
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为河
南人民增光添彩。

全国智力运动会是国家体育总
局自 2009 年起创办的棋牌类综合
性赛事，是目前国家体育总局主办
的除全运会和青运会之外的第三大
全国综合性体育赛事，是国内规模
最大、影响力最广、级别最高的综合
智力运动会。

新华社广州11月5日电 记者 5
日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2019 汇丰
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将于
12月 11日到 15日在广州天河体育
馆举行。

据介绍，该赛事是世界羽联每
年一次的最高级别个人赛事，赛事
总奖金达 150 万美元。获得世界
羽联年度巡回赛各分站赛每个单
项总积分排名前八的选手将入围

总决赛。
据了解，本次赛事的门票已于 4

日在大麦网开启预售。此外，组委
会还设置了一定数量的优惠门票，
将在广州“群体通”平台推出。

赛事由中国羽毛球协会、广州
市人民政府主办，广州市体育局、广
州市体育竞赛中心、广州市羽毛球
运动管理中心、广州市羽毛球协会
承办。

2019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
总决赛12月广州开打

新华社开普敦11月5日电 极地探险
者冯静 5日离开南非开普敦，踏上徒步远
征南极大陆“难抵极”（Pole of Inacces-
sibility）之旅。冯静在出发前接受采访
时说，她希望通过这次远征不断证明自我
价值，激励社会正能量，同时也为国争光，
证明中华民族追求梦想的坚韧意志与强
大力量。

冯静此次远征的南极 POI点不同于
传统地理意义上的南极点，而是距离南极
大陆所有海岸线最远的点，因而得名“难
抵极”。至今全世界只有过三次不依靠机

械力量的远征成功到访 POI，共有 7名男
性依靠风筝滑雪的方式抵达该地，但徒步
成功远征POI的记录仍为空白。

远征南极 POI点将是中国人深度参
与极地远征的重要尝试。冯静说，为这次
远征，她招募了两名向导，计划由南极大
陆俄罗斯科考站附近的海岸线出发，在
90 天之内，穿越约 1800 公里，爬升超过
3700 米，完成从海岸线至南极大陆 POI
的徒步远征。

由于此次远征将穿越大量冰隙地带，
在部分区域三人可能需要以长绳索连结，

以保证一人落入冰隙的情况下，其余两人
有机会将其拖出并确保物资安全，故三人
为成行最少人数。

为争取完成这次远征，冯静进行了长
期的体能、心理和物质等方面的准备，不
仅在专业指导下接受模拟训练，同时还要
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看似文静弱小的冯静说：“极地远征
从来没有捷径，唯一的路就在脚下，唯一
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
的前面。要相信每一步，相信每一米。”

冯静对此次远征充满期待。她说：

“极地远征从来只有成功或者失败。道阻
且长，行则将至。无论要面对怎样的困
难，我都会竭尽全力战斗到最后一刻。”

作为独立环球旅行者和探险者，冯静
以背包、自驾、帆船等方式深度旅行，足迹
遍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7 年底，
她在国际著名向导保罗·兰德里的陪伴
下，首次踏上远征南极之旅，经由海格力
斯湾（Hercules Inlet）路线，历时 52天 5
小时，穿越约 1130公里，于 2018年 1月 8
日徒步抵达南极点，成为首位完成远征南
极点的中国女性。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郭韬
略 文/图）昨日，历经 9天的激烈
角逐，2019 河南省足球协会俱
乐部杯足球锦标赛甲组比赛在
郑东新区新发展体育足球公园
落下帷幕。在最后的男子组冠
亚军决赛中，河南建业郑州中
学 U16 队以 4∶3 险胜郑州市乐
取俱乐部如愿夺冠。

身为职业俱乐部梯队的建
业郑州中学 U16 队毫无疑问是
本次比赛的夺冠大热门，而由郑
州九中校队成员组成的郑州乐
取俱乐部同样有着强劲的实力，
从小组赛直到半决赛，两支队伍
都是一路过关斩将，以全胜战绩
会师决赛。

昨天上演的决赛，不仅是一
场进球大战，而且集合了红牌、
点球等元素，可谓火星四溅。双

方在上半场就打进 4球，战成 2∶
2。易边再战，场上火药味儿愈
浓，而双方防线则成了“焦点”，
下半场的 3 个进球全部是点球
打进。值得一提的是，建业郑州
中学 U16 队在本队守门员被罚
下场，以少打多的情况下，反倒
放下了包袱，进攻连续创造威
胁，最终在临终场前逼迫对方后
卫禁区内手球犯规，从而打进了
关键的制胜球。在三四名的决
赛中，洛阳洛龙区绿光俱乐部战
胜对手获得季军。

本次俱乐部足球锦标赛是由
省足协主办的又一项我省的高水
平青少年足球赛事，今年的比赛
由河南足球事业发展基金会承
办，比赛于 10月 27日正式拉开
战幕，共有来自全省的21支男子
队伍和8支女子队伍参赛。

本报讯（记者 陈凯）“注意你
的握拍姿势，不要握得太紧！”“发
球的时候要看准球再挥拍！”……
昨晚的五一公园网球场内，一堂

“特殊”的网球课正在进行。上课
“学生”不再是像从前一样的青少
年，而是一些年长的“大朋友”，来
自全市部分机关单位及企业的
200 余名职工选手会聚于此，通
过参加郑州市工会系统网球培训
班，掌握一项健身技能，践行全民
健身。

据了解，本次郑州市工会系
统网球培训班，由郑州市总工会
主办，郑州英开体育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承办。培训班从 10 月份
开始将持续到 12 月份，历时 2 个

月，每周的周二、周五下午职工
下班后进行免费培训，培训地点
除了五一公园网球场外还有郑
州市总工会楼顶网球场。为了
让更多职工选手特别是网球“零
基础”的选手参与其中，本次网
球培训班以入门、娱乐、培养运
动习惯为目的，采用普及型教学
课程，培训结束后，每位学员都
将掌握发球、正手、反手三项网
球基本技术。

本次网球培训班，旨在让我市
广大干部职工能在工作之余走出
去、动起来，相互交流、缓解压力，
同时进一步普及推广网球运动，推
动全民健身深入开展，促进我市广
大干部职工身心健康。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文/图）经过两天激
烈比拼，郑州市第一届中小学生射箭锦标
赛，近日在郑州市体育场落下帷幕。最终，
各项目组别名次各有归属。

本次比赛由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教
育局共同主办，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承办，
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共吸引了全
市 15支中、小学队伍的 110余名青少年选
手参赛。本次比赛还专门增加了传统弓表
演项目，为射箭运动的发展加入了传统文化
元素。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比赛的无论是小

学生还是中学生，抑或是俱乐部派出的选
手，均在比赛中展现出了不错的水平，充分
展示了我市射箭项目在体教结合上取得的
丰硕成果和该项目普及发展的多样性。

本次郑州市中小学生射箭锦标赛，是
郑州市乃至河南省首次由地区举办的青少
年射箭比赛。随着比赛的成功举办，参赛
人数和项目也定将会在未来赛事中不断增
加，这也将进一步促进射箭项目在我市中
小学生中的普及和发展，让更多的青少年
参与其中感受该项目的魅力。

百余名小射手比箭法

市中小学生射箭锦标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为响应国际
足联和中国足球协会号召，河南徽商女足首个
合作网点学校授牌仪式在洛阳市廛河区第二
实验小学举行。

省足协副主席、河南徽商女足俱乐部总经
理李琳携队员裴一梦、侯静、维拉、郑明珠出席
揭牌仪式。李琳表示，本次网点学校的设立
为河南足球事业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正
确引导全民关注足球、关注女足、参与足球运
动的热情，宣传女足运动积极正面的多元化
功能，体现足球运动的全民性、教育性、参与
性和互动性，对地区足球青训推广提高迈上
新台阶产生深远划时代的意义，对我国少儿

足球运动蓬勃发展产生推动作用。让更多喜
爱足球的小玫瑰们积极参与到活动中，一起为
河南足球助力。

据了解，廛河区第二实验小学创办于
1989年，是郑州铁路局首批示范小学，设立本
次足球网点学校，拓宽了地区青少年足球后备
人才的培养渠道，有利于足球事业的发展。河
南徽商女足创办合作网点学校是本着共同发
展、共筑足球梦的原则，为热爱足球的孩子们
搭建一个追逐梦想的平台，带动引领地区足球
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培养出一批具有专业水
平和运动技能的小球员，为中国足球事业发展
和进步、实现体育强国梦增添一分力量。

全国智力运动会即将开赛

河南92名棋牌
“达人”征战衢州

中国女探险者徒步远征南极“难抵极”

河南徽商女足首个
网点学校洛阳揭牌

践行全民健身

我市200余名职工免费学网球

省俱乐部杯锦标赛鸣金

建业郑州中学U16队夺冠

男子组冠亚军决赛

新华社海口 11 月 5 日电
2020海口贺岁拳击“超级晚”赛事
将于明年 2 月 2 日在海口观澜湖
举行。赛事主办方 5日介绍，该赛
事 将 聚 齐 WBO、WBC、WBA、
IBF四大拳击组织的金腰带，其中
包括 3 条世界金腰带以及至少 2
条洲际金腰带。

作为拳击“超级晚”的重头戏，
中国拳迷将见证世界顶级拳王头
衔战上演，超轻量级世界第一、
WBC／WBO 双 料 世 界 拳 王 墨
西哥人何塞·卡洛斯·拉米雷斯
将在当晚进行超级卫冕战。他
的对手是超轻量级世界综合排
名第四的乌克兰拳手维克托·波
斯托尔。

此外，两位中国一线职业拳击
手伊力夏提与杨永强将有机会向
各自级别的世界金腰带发起挑
战。不过，他们必须在 11月 23日
举行的拳力巅峰·国际拳王争霸赛
中顺利击败各自对手，争夺这场超

级大战的入场券。如若成功，他们
将在“超级晚”赛事中双双向世界
头衔发起冲击。

“我们希望为中国职业拳击运
动员搭建一个高起点的平台，使这
个平台成为中国运动员上升通道
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让最优
秀的中国拳手能够更快地走入全
球市场。”赛事联合推广人盛力世
家创始人兼CEO李胜说。

除了不容错过的年度大战
外，本次“超级晚”也将成为中国
格斗界的年度盛典。自 2019 年
12 月起，《中国体育》zhibo.tv 将
联合中国拳击界和搏击界权威的
推广人、专业的媒体人、有影响力
的评论员和资深拳迷共同参与，
评选 2019 年度《中国体育》搏击
年度大奖。

据悉，该赛事由观澜湖集团联
手美国推广公司TOPRANK及中
国拳击推广公司盛力世家联合打
造。

拳击“超级晚”
明年2月初海口举行

新华社波兰卡托维兹11月5
日电 第五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 5
日在波兰卡托维兹召开，为期 3天
的大会将讨论确定2021年开始实
行的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
一系列新标准。会议还将选出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新任主
席和副主席，中国冬奥首金得主
杨扬是副主席候选人。

本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审议
通过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2017年 12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启动新版条例修订工作，包括修
订和增补一系列国际标准，关于
教育和结果管理两项国际标准是
全新亮相。

会议还将选出机构新任领导
人，波兰体育和旅游部部长、400
米短跑运动员维托尔德·班卡和
中国短道速滑冬奥冠军、北京冬
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分
别成为 WADA 主席和副主席的

候选人。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现任主席

克雷格·里迪表示，自机构1999年
成立以来，条例和标准已经修订
过两次。第三版条例通过两年酝
酿和修订，即将在这次大会上讨
论审议，通过后将于2021年 1月 1
日起实施。新版条例结合了体
育、社会、医学和科技领域近年来
的发展变化做出修订。

里迪说：“教育部门是 WA-
DA 的新机构，未来在反兴奋剂
系 统 内 将 扮 演 更 重 要 的 角 色 。
我们要让运动员和他们身边的
人接触到反兴奋剂的教育内容，
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运动员都会
反对使用兴奋剂。我们不能接
受这样的事实——运动员违反
兴奋剂条例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这些规定。我们必须采取更多
措施，将年轻运动员在根源上与
兴奋剂隔绝开。”

世界反兴奋剂大会召开
审议新条例和新标准

时隔47个月重返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朱婷：一切感觉“挺不错”
时隔 47个月之后，世界第一主攻、河南

姑娘朱婷再度亮相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
赛。在昨晚进行的本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
赛第一阶段第二轮的一场焦点之战中，本赛
季临时转会天津女排的朱婷，迎战家乡球队
河南女排，是役，她出战 2局拿下 5分，率领
天津女排以 3∶0“零封”河南女排，取得本赛
季“开门红”。

出于助力中国女排备战东京奥运会的
考虑，从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回归的朱婷，
本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期间转会至拥有
李盈莹、姚笛、王媛媛三大国手的天津女
排。在天津女排征战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
出征仪式上，朱婷就曾表示：“我要发挥出自
己的优势，带领球队取得好的成绩。”

11月 2日本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点
燃战火，天津女排首轮轮空，所以直到昨
晚才迎来赛季“首秀”，而对手恰是朱婷的
母队河南女排。在朱婷出战的 2 局比赛
中，她的发挥比较稳健，接了 11个一传，到
位率为 45%。进攻 9 次得到 5 分，主接六
轮一传，后排防守多次起球，展现了一名
世界级主攻的全面作用。尽管进攻出手次

数不多，朱婷仍然表现出了很强的攻击
力，在比赛中主动与队友交流，增强配合
的默契性，已经完全融入了天津女排。在
朱婷的带领下，天津女排很快以 25∶17、
25∶18和 25∶19，直落三局轻取河南女排。

“球迷很热情，座无虚席，第一场队友
都打得挺棒的。”赛后，朱婷在接受现场采
访时说道。

谈及自己的身体状态，朱婷表示，“挺
不错的，目前处在恢复期，身体条件都挺
不错的。”

“不需要融入，队友都是国家队，很自然
很顺。”对于自己在天津女排的“首秀”，朱婷
显得十分满意。而对于与她搭档的天津女
排另一位主攻李盈莹，朱婷也是不住点赞，

“在国家队我们都是主攻，也接一传比较多，
在天津队和国家队非常像，今天她打得很
好，慢慢会更好吧！”

“从DJ到球迷的热情，都好很多。肯定
提高很多，几年前的排超和现在比肯定差很
多。”朱婷对于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的赛场
氛围也是赞不绝口。

本报记者 陈凯

朱婷（上）
和队友在比赛
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