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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京奥运会前的最后一
个世界大赛，国乒将本届釜山世乒
赛视作奥运硬仗前的最重要练兵，
男、女队主帅秦志戬和李隼表示，
本次世乒赛的参赛选拔也是“一切
为了东京奥运战略”，除了在年初
直通赛中赢得资格的樊振东、朱
雨玲，教练组根据国乒奥运会主
要对手的打法、球队在奥运会上
可能面临的形势，以及国乒队员
在 2019 年大赛中取得的成绩和
个人的综合能力，经集体讨论得
出釜山名单。

因去年奥地利公开赛期间摔
拍的不理智行为，年仅19岁的男乒

“超新星”王楚钦被队内禁赛三个
月，禁赛期至2月 14日结束。“从奥
运战略上看，2019年王楚钦首次参
加世乒赛单项比赛，就与马龙一起
获得男双冠军；下半年王楚钦在单
打赛场的成绩也有突破。作为年
轻队员，王楚钦拥有年龄优势，技
术先进，单双打能力均衡，教练组
也看重他未来的冲击力与未来发
展，”秦志戬解释说，“在过去这段
时间里，王楚钦在教练组的帮助以
及军训的历练下，深刻认识到了自
己的问题，也触动了他的内心。”

至于林高远的落选，他说：“去
年世乒赛以来，林高远在技术和大
赛心理上都遇到了发展瓶颈，教练
组也一直在帮助他突破。根据国

际乒联的规定，3月 21 日前，世乒
赛名单可以做出调整。我们希望
这段时间内，所有运动员都可以以
世乒赛参赛为目标去努力。”

李隼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点
评了女乒队长丁宁目前的状态，并
解释了王曼昱落选的原因。

“王曼昱在成长过程中，人和
球上都遇到了困难和瓶颈，特别是
2019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很多优
秀的运动员在她这个年龄段都遇
到了这样的困难，经过自己的努力
和教练的帮助都成了大满贯。希
望曼昱早日战胜困难，承担起女队
的未来。”

“作为大满贯选手，丁宁不管
是以往的大赛成绩、综合能力毋庸
置疑，大赛经验和比赛抗压能力都
很强；作为阵容中唯一一名左手选
手，在打法配备上也是球队考虑的
重要因素。”李隼说。

之前因伤有所困扰的男乒队
长马龙表示身体状况已经恢复良
好，接下来的备战工作中希望自己

“能够跟上奥运会的强度”；刘诗雯
则称，对自己的要求是以东京奥运
会作为大的目标，世乒赛作为阶段
性任务去完成。

据悉，中国队已于 1月 17日即
国际乒联规定的截止日，上交了世
乒赛参赛名单。根据规定，各协会
可在3月 21日前更改参赛名单。

国乒公布世乒赛名单
马龙、刘诗雯领衔“团战”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中国乒乓球队20日上午在京召开媒体通气会宣布
2020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名单，单项世界冠军马龙、刘诗雯等毫无意外将领
衔出征釜山，“00后”小将王楚钦、孙颖莎入选，林高远、王曼昱暂时无缘“团战”。

釜山世乒赛将于3月22日至29日举行，国乒出战名单为：男队的马龙、许昕、
樊振东、梁靖崑、王楚钦，以及女队的刘诗雯、陈梦、孙颖莎、丁宁、朱雨玲。

获得釜山世乒赛参赛资格的选手刘诗雯、朱雨玲、孙颖莎、陈梦、丁宁、樊振东、马龙、许
昕、梁靖崑和王楚钦（从左至右）合影 新华社发

新华社莫斯科1月20日电 在
俄罗斯符拉迪沃 斯 托 克 进 行 的
2020 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对
抗赛 20 日结束了第 10 盘棋的较
量 。 卫 冕 冠 军 中 国 棋 手 居 文 君
执黑经过 62 回合战斗，力克挑战
者俄罗斯棋手戈尔亚奇金娜，以
5.5∶4.5 领先。

本 轮 戈 尔 亚 奇 金 娜 执 白 先
行，她依然采用英国式开局，不到
10 个回合，双方就兑掉皇后进入
残局。残局中，居文君子力位置
稍差，一直处于防守状态，戈尔亚
奇金娜一直努力寻找机会，但居

文君防守稳健耐心，没给对手任
何可乘之机。

第一时限过后居文君逐渐占
据主动，经过 62 个回合的激烈对
抗，居文君敏锐地抓住戈尔亚奇
金娜的破绽拿下比赛，整场比赛
不足 5 个小时。

本届女子世界冠军对抗赛将
下 12 盘棋，先得 6.5 分者将成为
新 的 棋 后 ，如 战 平 将 进 入 加 赛 。
目前居文君以 5.5∶4.5 再次处于
领先位置，比赛还剩最后两盘慢
棋，居文君只需再得 1 分，即可卫
冕成功。

本报讯（记者 陈凯）2019～
2020 赛季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
揭幕战，19日在南阳市体育中心体
育馆打响。东道主河南男排经过 3
局战斗，以 3∶0完胜天津男排，取得
了新赛季的“开门红”。

本场比赛可谓亮点十足，不久
前随中国男排征战 2020 年东京奥
运会亚洲区男排资格赛的老将崔
建军重新披挂上阵，同时身为河南
男排主教练的他绝对是河南男排
的“精神担当”；天津男排则引进了
两名实力不俗的外援。双方经过 3
局战斗，最终河南男排实力更胜一
筹，以 25∶21、25∶19、25∶20 直落
三局，大比分 3∶0 完胜天津男排。
是役，崔建军表现抢眼，砍下了全
场最高的 16分。

由于东京奥运会亚洲区男排

资格赛的缘故，新赛季男排超级联
赛在赛制、赛程上较往届有所调
整，整个联赛将持续到今年 4 月
份。本赛季男排超级联赛共有 14
支球队参赛，第一、二阶段均为主
客场双循环比赛，第一阶段按上赛
季成绩蛇形编排分为四组，决出八
强 ，成 绩 带 入 第 二 阶 段 ，决 出 四
强。第三阶段进行交叉半决赛及
排位赛，排名在前的队伍按照主
—客—主的顺序采用三场两胜制；
最后第四阶段为三场两胜制的 3～
8名排位赛和五场三胜制的冠亚军
决赛。

第一阶段河南男排与上海男
排、天 津 男 排 同 处 A 组 。 2 月 2
日，河南男排将继续坐镇南阳主
场，迎战新赛季第二轮对手上海
男排。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出
彩河南 聆听乡音”2020 年河南省
迎新春戏曲晚会暨河南省首届百姓
戏迷展演颁奖庆典近日在河南艺
术中心大剧院举行。千余名群众
欢聚一堂，一起观看演出，共迎新
春佳节。

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大剧院
内笑语盈盈、欢声阵阵，洋溢着如
春的暖意和喜庆的节日气氛。新
编戏曲歌舞《群芳溢彩》拉开了庆

典序幕。越调《收姜维》、曲剧《屠
夫状元》、豫剧《花木兰》《五世请
缨》等经典名段，绽放河南三大剧
种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由小文化
志愿者和获奖选手共同演绎的现
代戏《朝阳沟》创新呈现，唤醒一代
人的青春回忆；柳琴戏《小两口欢
欢喜喜回娘家》、四平调《小包公》、
大弦戏《女驸马》、大平调《颂菊》展
示河南稀有剧种的艺术魅力；京剧
《龙江颂》、豫剧《红灯记》《红旗渠》

《焦裕禄》等剧目选段展现中国共
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崇
高信仰和对祖国母亲的赤子之心；
豫歌《沁园春·雪》意境悠扬大气，
抒发共产党人的抱负与胸怀；特邀
节目黄梅戏《天仙配》选段和东北
二人转《小拜年》喜庆欢快，营造其
乐融融的新年氛围；德艺双馨的著
名戏曲表演艺术家任宏恩、汤玉英
再现风靡一时的豫剧《倒霉大叔的
婚事》经典片段，将晚会气氛推向
最高潮。整场演出在由省文化馆
业务骨干表演的歌舞《不忘初心》
中落下帷幕。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河南
省文化馆主办、各省辖市文化（群
艺）馆承办的河南省首届百姓戏迷
展演从2019年 3月开始，在11个月
的时间里，经过层层选拔，各个剧
种、各个流派的选手轮番登场，连续
为观众献上了 27场高质量演出，惠
及现场观众及网络观众十余万人，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最终，22
名选手从千余名参赛者中脱颖而
出、走上颁奖盛典。这些选手有 70
多岁的老人，有四五岁的孩童，老、
中、青、少四代演员倾情演绎，十余
个剧种同台献艺，展现新时代戏曲
艺术百花齐放的繁盛景象。

省首届百姓戏迷展演颁奖庆典举行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
郑州美术馆了解到，庚子庆春——郑
州美术馆馆藏掇英展已在该馆第二、
第三展厅开展，市民可免费观看。

据了解，自1985年郑州画院创建
到1997年郑州美术馆成立至今，郑州
美术馆分批分次收藏了 2000余件藏
品，它凝结了几代美术馆人的心血与
智慧，为美术馆的不断发展奠定了重

要基础。这些藏品囊括国画、书法、金
石传拓、油画、水彩、版画等多种门类，
藏品内容与表现技法主题鲜明、风格
多样，既有立足传统，继承发扬的艺术
佳品，也有反映先锋艺术风潮的时代
作品，其中不乏名家的优秀之作。

为活化典藏资源，推进大众文化
审美教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郑州
美术馆对馆藏藏品进行分类、梳理，

精心挑选出100余件精品，举办《庚子
庆春——郑州美术馆馆藏掇英展》，
作为送给市民的新年贺礼。这些展
出的作品主要涵盖国画、版画、油画、
水彩粉画、书法等几大门类，凸显了
郑州美术馆（郑州画院）典藏的丰富
面貌和艺术积累，浓缩了郑州美术馆
（郑州画院）数十年来的典藏精华，将
带给公众丰富而愉悦的艺术享受。

郑州美术馆馆藏掇英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由河南
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球类运动
管 理 中 心、河 南 省 足 球协会、河
南省体育服务中心承办，各地市
体育局、足球协会协办的“茅台
王子杯”豫冠联赛 2019～2020 赛
季豫冠联赛抽签仪式近日在郑州
举行，两支实力最强的郑州和洛
阳分别作为种子队占据 A 组和 B
组。经公开、公平、公正的抽签仪
式程序产生了豫冠联赛 A 级 8 支
参赛队，豫冠联赛 B 级 12 支参赛
队的分组对阵。

抽签具体结果是：豫冠联赛 A
级 A组：郑州、许昌、濮阳、三门峡；

B组：洛阳、鹤壁、新乡、济源。
豫冠联赛 B 级 A 组：商丘、焦

作、信阳、航空港；B组：南阳、永城、
安阳、周口；C组：开封、长垣、驻马
店、漯河。

本次比赛基本延续 2018 年的
赛制，同时扩大预选赛城市，做到河
南省 18 个地市、108 个县全覆盖，
预计参赛人数突破 1万人，比赛场
次突破500场。

豫冠联赛——一个为最“草根”
的足球爱好者而搭建的广阔健身竞
技平台，坚持“公益性、参与性、普及
型”的办赛宗旨，提倡“重在参与”

“强身健体”的办赛理念。

本报讯（记者 陈凯）寒冷的天气阻挡不了孩
子们打网球的热情，浓浓的亲情诠释着家长孩
子的亲密无间。经过两天角逐，“体彩杯”2020
年郑州市第四届短式网球比赛暨快乐家庭“手
拉手”短网赛，19日在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网球
场收拍。

本次比赛由郑州市体育局主办，郑州市网球
协会承办，比赛设有男、女单打和“手拉手”短网
赛两大项目，其中男、女单打项目根据参赛选手
的不同年龄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别。短式网球
作为网球项目的入门运动，可以很好地培养小选
手对于网球的兴趣以及球感。记者在比赛现场
看到，来自全市的近 50个家庭百余名孩子、家长
汇聚一堂，大家在参与短式网球运动的同时，也
感受着挥拍带来的快乐和健康，更畅享了一家人
齐上场共参赛的浓浓亲情。

本次比赛旨在为我市学习短式网球项目的
小选手搭建一个切磋交流一展风采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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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比赛专门设立的快乐家庭“手
拉手”短网赛，就是希望通过家长和孩子共同参
赛，提升家长对短式网球的认识，同时增进与孩
子间的亲情和沟通，进一步促进短式网球在我市
的普及和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文/图）经过 6 天激烈对
决，“体彩杯”2020 年郑州市围棋段（级）位赛暨
2020年河南省围棋段（级）位赛（郑州赛区），昨日
在郑州市体育馆结束。

本次比赛由郑州市体育局主办，郑州市棋牌
协会承办，设有4段组、3段组、2段组、1段组以及
1级组、2级组、5（无）级组共7个组别。共有来自
全市的3100余名选手参赛，创下了该项赛事自举
办以来参赛人数之最。大家在切磋棋艺一较高
下的同时，也通过纹枰对弈的方式共迎即将到来
的农历鼠年新年。

郑州市围棋段（级）位赛是我市围棋界的一
项传统赛事，该项赛事旨在为我市的广大围棋爱
好者搭建一个切磋棋艺共同提高的平台，同时发
现我市围棋苗子，进一步促进围棋项目在我市的
普及和发展。本次比赛在春节前夕举行，则是以
实际行动践行“运动过节”的新风尚，在全民健身
活动中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

新华社广州1月20日电 国
足在广东集训“一天三练”成为
近日的热点。20日，国足主帅
李铁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这
是为了提高球员克服困难的能
力，并帮助他们养成好的习惯。

“从足球的层面来说，实际
上我们完全可以把一天三练变
成一天两练，也能达到基本同
样的目的，我们是希望通过这
样的方式来提高球员克服困难
的能力，球员这两周都养成非
常好的习惯，基本上10点半、11
点就躺床上睡觉了。”李铁说。

国足本月 5日抵达广东后，
从 6日开始正式训练，在两周的
训练中，新任主帅李铁对量和
质的要求都很高，不少球员反

映训练强度非常大。李铁表
示，球员在训练中都拼尽了全
力，很多球员的体能达到了最
佳状态。

“这段时间练的强度确实
非常大，但是我们很高兴看到
所有的球员非常努力，基本上
都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而且
很多球员通过身体的监测，基
本上能达到职业生涯以来最高
的一个状态。”李铁说。

李铁表示，通过两周的训
练，球员的体重和体脂方面都
有很大的进步，他希望能继续
保持下去。

当有记者问到李铁新年的
愿望时，他笑着说：“尽力做好
每一天。”

新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南阳揭幕

河南男排完胜天津“开门红”

国象女子世界冠军赛

居文君获胜再度领先

国足主帅李铁：

“一天三练”养成好习惯
新年“尽力做好每一天”

国足新帅李铁观看球员训练 新华社发

豫冠联赛分组抽签有果

畅享浓浓亲情

家长孩子一起
“手拉手”打网球

绿城3100余名选手
纹枰对弈共迎新年

1月20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进行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
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赛赛（左图）、张帅（上图）分别以2∶0和2∶1战胜
俄罗斯选手安娜、美国选手斯蒂芬斯，晋级下一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