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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凯）去年，河南省体育局在郑州、洛阳、
新乡、焦作 4个试点城市展开了体育健身优惠券发放活动，
取得了良好效果。今年，河南省体育局预计将于 6月底继续
展开补贴总额为600万元的体育健身优惠券发放试点工作，
试点城市也在去年4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增加了南阳、周口
两个试点城市，达到 6个，以进一步推动我省全民健身，带动
体育消费，拉动线下体育服务市场回暖。为了使本次体育健
身优惠券发放工作更加科学、快捷，让消费者享受到更方便、
优质的服务，6月 9日上午，郑州市体育局联合本次优惠券发
放的服务单位，专门举办了“河南省体育健身优惠券发放项目
定点场馆”培训会议，对定点场馆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

据了解，今年的河南省体育健身优惠券发放工作总结了
去年的试点经验，不仅是试点城市增加了，而且还在多个方
面有所“升级”。由于体育健身优惠券的核销流程需要通过
场馆管理操作平台和专用 POS机完成，本次培训也旨在进
一步提升定点场馆对体育健身优惠券发放项目的背景、政策
及内容的深入了解。为保证优惠券申领的真实有效和安全
性，健身爱好者申领优惠券需要下载“豫动中原”手机 APP
进行实名注册，注册成功后就具备了优惠券申领资格；具体
到领取环节，优惠券每周发放2期，有效期为领券之日起1周
内，该券被核销以后方可再次申领，每人累计领券次数不超
过30张，累计总金额不超过500元。

另据了解，今年河南省体育健身优惠券补贴项包括足
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游泳、冰雪、滑板、射
箭、击剑、瑜伽、健身房、武术、体育健身操舞、攀岩等。健身
爱好者可以根据需要，在注册申领平台中较快、较好地搜索
周边场馆，实现便捷健身。今年的优惠券共有 10元、15元、
20元、25元四种面额，广大健身爱好者每次的消费总额超过
优惠券面额的2倍，即可使用消费券一张。

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试点场馆均获得了授牌，各试点
场馆也表示会积极配合、用好惠民政策，为健身人群带来真正
的实惠。

2020年，体育产业发展因新冠肺炎疫情暂时趋缓，河南
省体育局适时展开体育健身优惠券发放活动。到2020年 12
月31日，4个月的发放带动起4个试点城市8万多人的运动消
费，累计场馆消费超过50万次，今年，随着试点城市和参与人
群的扩大，期待今年的“升级版”健身优惠券，也能带来成效上
的“升级”。

体育健身优惠券发放在即
需下载手机APP申领

本报讯（记者 秦华）6 月 9 日，河南省
第九届专业舞蹈大赛暨第五届“洛神杯”
舞蹈展演在郑州师范学院嵩山学堂拉开帷
幕。在为期 5 天的比赛时间里，来自全省
各地的 1300名演员将在这里同台竞技。

三年一届的河南省专业舞蹈大赛是
我省最高舞蹈赛事活动。本届大赛以“舞
动时代华章，献礼建党百年”为主旨，于今
年 2月 19日发出通知，得到了省内各专业
院团和高等院校的积极参与，共收到报送
作品视频 196 个，经过评审组对视频进行

认真评审，有 99 个作品入围复赛进行现
场比赛。

本次大赛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
南省文联、河南省教育厅联合主办，河南
省舞蹈家协会承办。大赛体现了三年来
河南舞蹈界的发展与变化，呈现出许多亮
点。这些入围作品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弘扬主旋律，既具有河南地域
特点，又富于时代精神；既有现实主义题
材，又有历史题材，更有多部红色主题作
品。在决赛现场之外，本届大赛设立了现

场点评环节，邀请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
双白对决赛作品进行现场点评。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在上一届成
功举办舞蹈理论评论文章评奖的基础上，
延续设置了舞蹈理论评论文章评奖。截止
报名日期，组委会共收到论文 131篇，经过
专家评审，有 34篇文章进入终评。

据了解，比赛过程将在百姓文化云
网络平台全程直播，让更多舞蹈爱好者
足不出户欣赏到参赛者的风采。在正式
比赛舞台附近，大赛还设置了 360 度环

绕拍摄舞台，为参赛作品留下最精彩的
舞动瞬间。

主办方希望以本届大赛为契机，为全
省舞蹈艺术工作者、爱好者搭建创作思想
交流、舞蹈才华展示的平台，激励更多的
编创、表演人才，用舞蹈表现现实生活中
的真善美，弘扬、传播时代发展的主旋律
和正能量，主动承担起新时代赋予舞蹈工
作者的重要责任和崇高使命，为推进我省
舞蹈艺术事业以及整个文艺事业的不断
创新和繁荣做出贡献。

河南省专业舞蹈大赛拉开帷幕

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前三周的比赛 8
日告一段落，以替补阵容出战的中国女排在
前九场比赛中 4胜 5负。为何这次比赛中
国女排打得如此艰难？主教练郎平为何坚
持用这样的方式练兵？这样的战绩是否会
影响中国女排征战东京奥运会的前景？

其实，自 2013年重掌中国女排帅印以
来，用世界女排联赛包括其前身世界女排大
奖赛练兵就是郎平的“常规操作”，这与其

“大国家队”的思路一脉相承。通过类似高
水平国际赛事的磨炼，中国女排提升了阵容
深度，为夺得里约奥运会冠军和两届世界杯
冠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所不同的是，在以往的练兵中，中国
队的二线阵容也能发挥较高的水平，对世界
二流强队胜多负少，像这次四连败的情形从
未出现过。因此，球迷们有些担忧也很正
常。

回首 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中国女排
以全胜战绩成功卫冕。不过，细心的球迷会
发现，在那次比赛中，中国队的主力与替补
之间泾渭分明，替补球员在关键比赛中的出
场机会不多，尤其是在副攻和接应这两个位
置上。

客观而言，与里约奥运会周期朱婷、袁
心玥、张常宁和龚翔宇的异军突起相比，东
京奥运会周期中国队新人成长的速度明显
下降，除了李盈莹之外暂时还没有新人具备
挑战主力位置的实力。正因如此，在前九场
雪藏了朱婷等主力球员的情况下，中国队这
次的“练兵之旅”显得有些艰难，而这种艰难
所反映出的替补球员在比赛经验和把控能
力上的不足，恰恰是郎平在最近两年一心想

解决的问题。
不过，这种没有退路的逆境之旅或许也

是年轻球员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经过四
连败的磨砺之后，副攻杨涵玉和王媛媛在对
巴西队的比赛中攻防两端均有出色表现，自
信心的增强也让人眼前一亮。副攻位置的
练兵对中国队最为关键，因为带伤坚持的主
力老将颜妮已经34岁。如果杨涵玉和王媛
媛能够保持对阵巴西队时的状态和心气，中
国队在这个位置上的深度将明显提升。

二传姚迪和接应栗垚也是这次比赛郎
平重点考察的队员。虽然她们的表现还有
提升空间，但也经受住了一定的考验。

在朱婷、袁心玥等主力缺阵的情况下，
担任代理队长的张常宁不辱使命，表现出了
超一流的水准。主力阵容回归之后，中国队
将拥有朱婷、张常宁两个稳定的超级强攻
点，这对即将征战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女排是
个利好。

可以预见的是，朱婷等主力球员加入之
后，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的战绩会大幅
提升。不过，郎平考察替补队员的工作显然
还没有结束。中国队这次战绩的波动不会
影响中国队作为东京奥运会争冠热门球队
之一的位置，郎平付出宝贵代价练兵的目的
是寻找“双保险”，增加夺冠概率，而这项任
务并不轻松。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的比赛中，中国
女排屡屡因为一传波动影响整体发挥，拦网
的总体表现也不甚理想。主力球员回归之
后，中国队仍会面临类似挑战。在东京奥运
会开赛之前，相信中国队教练组会着重解决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由于各队对世界女排联赛的目标、策略
各不相同，这次比赛的排名和东京奥运会各
队成绩的关联度也许不会太高。一个多月

之后，中国队最需要提防的可能是目前同样
4胜 5负、同样以替补出战练兵的世锦赛冠
军塞尔维亚队。 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郎平为东京奥运会寻找“双保险”

6月8日，中国队球员张常宁（右二）在比赛中扣球。当日，在意大利里米尼举
行的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预赛第九轮比赛中，中国队以3∶2战胜巴西队。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6月 9日，记者从河南省球类中心
获悉，为积极备战东京奥运会，中国足协日前宣布参加东京
奥运会的女足集训人员名单，名将王霜、吴海燕等人悉数在
列，其中江苏有 6人入围，上海 5人入围，广东和武汉各有 4
人入选。河南建业女足的国家队“常客”娄佳惠继续入选本
次集训。

根据这份通知，参加本次集训的 26名球员包括王珊珊、
张馨、唐佳丽、丁旋、肖裕仪、沈梦雨、马君、彭诗梦、翟晴苇、
李梦雯、姚凌薇、王晓雪、杨曼、娄佳惠、罗桂平、林宇萍、李晴
潼、陈巧珠、杨艳、龙晨、吴海燕、王霜、朱钰、王焱、乌日古木
拉、刘靖。在今年 4月进行的预选赛附加赛中，中国女足经
过两回合激战淘汰韩国女足，获得了晋级东京奥运会决赛圈
的资格。

据了解，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将于 2021年 6月 10日至
8月 6日在中国足球协会训练基地组织集训。东京奥运会
上，中国女足与巴西、荷兰和赞比亚女足同组。按照赛程，7
月 21日，中国女足将首先迎战强敌巴西。

奥运会女足集训名单出炉
河南建业娄佳惠继续入围

F组堪称超级“死亡之组”：2014年
世界杯冠军德国、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
萄牙和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让角落
里的匈牙利“瑟瑟发抖”。当然，能进入
欧洲杯的球队从来不是软柿子，五年前
在小组赛将葡萄牙逼入绝境的，正是今
年死亡之组最没存在感的匈牙利。这
次，谁又能保证葡法德都不会翻车呢？

德国队在2014年世界杯之后，随着
黄金一代因年龄问题淡出国家队，近几
年来战绩下滑得相当厉害，俄罗斯世界
杯更是小组赛出局，创下了近年来大赛
的最差成绩，但不可否认德国战车不管
是阵容厚度还是技战术层面以及大赛经
验都在世界顶尖之列。随着近年来萨
内、哈弗茨、基米希、格雷茨卡、维尔纳等
新生代力量的迅速崛起，加上诺伊尔、克
罗斯、穆勒、胡梅尔斯、博阿滕等老将拥
有丰富的大赛经验，完成新老交替的“德
国战车”本届欧洲杯值得期待。

法国国家队是最具天赋的球队，前、
中、后三条线都是人才济济，很多在球会
坐稳主力的球员都不一定可以进入法国
国家队的大名单当中，近几年国家队中

坚力量瓦拉内、坎特、博格巴、格里兹曼
日益成熟，而新生代球员登贝莱、姆巴佩
等人成长迅速，国家队成绩稳步提升；本
届欧洲杯预选赛 8胜 1平 1负获得小组
第一强势出线，作为第二档球队分入 F
组，法国队也被视作本届欧洲杯的夺冠
热门之一。

葡萄牙队在 2016年夺得欧洲杯之
后，又夺得首届欧洲国家联赛杯冠军。
卫冕冠军在预选赛中发挥不佳，并未以
种子球队出线，这才成就了“超级死亡之
组”。

匈牙利在本届欧洲杯预选赛与克罗
地亚、威尔士等队同组，取得 4胜 4负位
列小组第四，无缘直接晋级，不过他们通
过附加赛顺利淘汰了保加利亚和冰岛
队，还是十分幸运地拿到了正赛资格，并
作为第四档球队被分入F组。看似最弱
的匈牙利，却拥有着主场之利的光环加
成，必然也不想在家门口太丢人，可以想
象，这四支球队必然会上演一出腥风血
雨的生死血战，当中自然会产生一系列
的悬念和看点。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欧洲杯前瞻欧洲杯前瞻

本组包括传统豪门西班牙队、老牌
劲敌波兰和瑞典以及斯洛伐克。西班牙
作为夺冠热门之一，整体实力较强，且坐
拥主场优势，获得一个小组出线名额相
对容易；波兰、瑞典、斯洛伐克将争夺另
一个出线名额。

随着欧洲杯大名单公布，西班牙举
国哗然，只因主帅恩里克的大名单里还
没有一位皇马球员，包括拉莫斯、纳乔、
阿森西奥等出色的球员均未能入选。如
今的西班牙已经不是当年 4年 3冠的王
朝球队，夺得2012年欧洲杯冠军还在阵
中的只剩下阿尔巴和布斯克茨。虽然是
传统强队，但是随着功勋球员老去和退
出，西班牙的实力也大打折扣，颇有青黄
不接之感。另外，此次大名单中的24名
球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是西班牙国
家队自 2010年世界杯夺冠以来的最低
年龄，这个阵容恐怕将刮起一股“青春风
暴”，为明年的世界杯做更好储备。

瑞典队目前世界排名第 18，作为北
欧足球的代表，在世界杯上取得过不俗
成绩，曾两次获得世界杯季军，一次获得
亚军，2018俄罗斯世界杯也打入 16强；

与此相比，在欧洲杯的成绩就显得相对
平淡，除了 1992 年本土欧洲杯打入四
强，再无出彩成绩，目前已经连续三届欧
洲杯止步小组赛。本届欧洲杯预选赛与
西班牙、挪威等队同组，取得 6胜 3平 1
负位列小组第二携手西班牙晋级正赛，
作为第三档球队分入 E组，再次与西班
牙同组竞技，抢夺出线名额。

波兰队拥有当世第一中锋莱万多夫
斯基，这是已经32岁的莱万最后一届欧
洲杯，脚风正顺的他势必要带领波兰突
破历年战绩。而一条意大利式防守的防
线或者会成为波兰的惊喜，不过如何在
攻防两端找到平衡点，将是波兰这次能
否走得更远的关键所在。

斯洛伐克阵中最为知名的球员当属
哈姆西克，这名33岁老将是斯洛伐克的
精神领袖，有意甲十余个赛季的高水平
赛事经验以及国家队100余场比赛的国
际比赛经验，对于这支斯洛伐克来说都
是宝贵的财富。此外效力于五大联赛的
多名主力球员，仍有一定的竞争力，但单
从阵容实力来看，他们难以重现往日荣
光。 本报记者 刘超峰

E组：西班牙欲演青春风暴 F组：“死亡之组”惨烈绞杀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6月 8日，中国足协U21联赛分别
在唐山和潍坊两个赛区开启，首轮比赛，河南嵩山龙门U21
队迎战重庆两江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河南嵩山龙门以
2∶2逼平对手。

河南嵩山龙门是刚刚组建的U21精英队，教练组也是组
成不久，其中包括在一线队经过历练的杨国元、黄闯、付焕辰
等小将。上半场两队就展开激烈争夺，第32分钟，河南嵩山
龙门开出战术角球，黄闯后点推射破门首开纪录。易边再
战，小将付焕辰门前抢点破门为河南队再下一城。随后，重
庆队抓住嵩山龙门换上替补球员的机会连进两球，最终将比
分扳成 2∶2。6月 10日，河南嵩山龙门将迎来U21联赛第二
个对手昆山队。

本赛季U21联赛共有 21支俱乐部报名参赛，包括 12支
中超、8支中甲、1支中乙球队，U18国青也将参赛。上海海
港、上海申花、广州城、津门虎4支中超球队没有报名。根据
规定，U21联赛每队每阶段可报名 18~30名球员，第一阶段
结束后各队可进行不超过10人的球员更换与补报。

中国足协U21联赛开战
嵩山龙门首战逼平重庆

6月8日，阿根廷队
球员梅西（上）与哥伦比
亚队球员桑切斯在比赛
中拼抢。当日，在哥伦比
亚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
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的
一场比赛中，哥伦比亚队
以2∶2与阿根廷队战平。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继《刺杀小说家》之后，作家双雪
涛又一部作品将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9日，根据双雪涛
同名小说改编、由周冬雨和刘昊然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平
原上的摩西》发布定档预告片，宣布将于12月 24日上映。

《平原上的摩西》由新锐导演张骥执导，由曾执导《南方车
站的聚会》《白日焰火》的实力派导演刁亦男挎刀监制，原著作
者双雪涛担任艺术总监，影片讲述的是刑警庄树（刘昊然 饰）
在追查一起出租车杀人案时，意外发现昔日青梅竹马的好友
李斐（周冬雨 饰）也被牵扯其中，由此揭开8年前一段往事。

此次发布的定档预告片，充分传递出了电影独特的气
质：旧时光下东北老工业城区里，罪案现场、斗殴的人群、暗
夜里的火光交织出独特的冷峻氛围。

与此同时，李斐与庄树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也一路在
八年前后跳跃式地呈现给观众。“我喜欢火，你呢？”“我也喜
欢，但你不觉得火有点危险吗？”“那你觉得我呢？”两人之间
的对白令人意味深长。这些充满情愫和暗示的对话伴随着
李斐微笑着坐在庄树单车后座、庄树偷吻李斐不成的亲密画
面，似乎都在暗示着两人的感情中充满了诱惑和危险。

主演阵容除了周冬雨与刘昊然外，还有梅婷、王学兵、袁
弘、吕聿来、陈明昊等多位实力派演员加盟。在2020年的平
遥电影节上，监制刁亦男在谈及电影《平原上的摩西》时曾直
言，这是明年“值得期待的一场冬天的雪”。

《平原上的摩西》定档
本报讯（记者 陈凯）夏日炎炎，健身游泳正当时。如何

规范使用器械进行肌肉力量，游泳时特别是发生危险时又
该注意哪些？昨日，记者从河南省游泳馆获悉，为了助力全
民健身，给来此健身游泳的人群提供优质服务，该馆开展了
文明服务我出彩、群众满意在窗口系列活动，安排专业的健
身和游泳教练进行免费指导，方便人们科学、安全地参与全
民健身。

“你在做背阔肌训练时，两个肩胛骨要收缩给背阔肌以
挤压感。”“你在做椭圆机训练时，腰部要保持挺直……”记
者昨日在河南省游泳馆健身房看到健身教练张胜胜时，他
正戴着耳麦给健身爱好者一边做示范，一边进行讲解。“很
多健身爱好者其实是特别希望有专业教练进行讲解的。有
些健身爱好者的动作不规范，不但达不到健身的效果，而且
还会把身体练伤。”张胜胜介绍说，“我们给他们指点动作要
领，能让他们健身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游泳前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身体完全活动开了才能
下水。”“遇到有人溺水时，一定要先借助工具进行施
救。”……游泳馆的泳池边，游泳教练张勇正在给来此游泳
的爱好者讲解安全游泳的注意事项。除了现场讲解外，张
勇还找来游泳爱好者模拟不同人群溺水时出现的状态，并
向大家介绍不同的自救方法。

省游泳馆优质服务
助力全民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