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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随着河南嵩山龙
门与北京国安比赛进入倒计时，从8月3日
12：00开始，本场比赛的门票开始对外销售。

2022赛季，河南嵩山龙门足球俱乐部
主场赛事的观众将延续采用实名制购票、
实名制入场，并加大了查验力度，严格按照
防疫要求落实扫码、测温、戴口罩、双码查
验等疫情防控措施。申请购票人填报的个
人信息要求务必真实准确。俱乐部还提醒
球迷：入场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

根据要求，本场比赛将开放30%观众席

位，数量有限，请广大球迷朋友提前准备。
本场比赛购票渠道包括协会团票及球

迷散票两种，协会团票请各球迷协会会员
通过协会渠道购票。球迷散票将全部采用
线上购票形式，暂不开放现场售票。现场
售票开启时间根据疫情防控情况调整另行
通知。

本场球票于 8 月 3 日、4 日两天每天
12：00 后销售，购票将采用实名制购票
方式，请购买球票时提供本人真实身份
证信息，每张身份证仅限购一张门票，

实际观赛人产生的相关责任由实名制
购票者承担。请球迷朋友们通过俱乐
部公布的官方渠道购票，未经俱乐部公
布的票务渠道均为非官方渠道，若在非
官方渠道购票出现问题，由购票者承担
相关责任。

1.球票发售价格：
A1、A2区：150元；
A3、A4、C4、C5区：100元；
B2、D2、D3区：50元。
2.官方售票渠道：

（1）俱乐部微信官方平台：微信搜索
“河南嵩山龙门足球俱乐部”小程序购票；

（2）票星球平台渠道如下：票星球
APP（各应用市场）下载后购买 、移动网站
（m.piaoxingqiu.com）访问购买、微信搜
索“票星球”小程序购票：票星球小程序；

（3）俱乐部官方 APP 渠道：“中原足
球”APP(由原建业足球变更)下载后购买。

请 广 大 球 迷 在 购 买 球 票 时 ，务 必
通 过 上 述 官 方 平 台 和 渠 道 购 票 ，以 免
上当受骗。

中超航体首战球票开始发售
本场比赛开放30%观众席位

本报讯（记者刘超峰）本周日，时隔三年
之后，河南嵩山龙门重新回到航海体育场，
开启中超新战场。为了配合当前的防疫工
作、保障自身安全，球迷入场看球的同时，必
须遵守体育场的各项规定和各项防疫要求。

比赛观众入场须知：
1.持球票请在北大门西侧安检后进

入体育场，一人一证一票，必须携带本人
身份证。

2.请按照球票所指定区域进入看台观
看比赛，进入看台区后隔位就座，保持安全
距离。

3.赛前 2小时开始检票，请提前入场，
避开安检高峰，请自觉接受安全检查排队
有序进场，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

4.观赛球迷须符合当地及赛事的各项

防疫政策，观赛期间请全程配戴口罩并做
好自身防护。

5.身高 1米 1以上儿童球迷需持票入
场，需要监护人陪同。

6.禁止携带下列物品进入体育场（1）
枪支、尖锐锋利物品、化学品和玻璃瓶等危
险品、毒品、毒药；（2）易燃易爆物品：烟花
（烟火）爆竹、打火机等；（3）损害他人利益
及人身安全的物品；（4）政治或宗教标语
及信息。

7.严禁携带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签
名横幅、条幅和传单进入赛事相关场馆。

8.持票人作为赛事观看者，自愿承
担所有风险，包括人身伤害、财物损失
以及其他意外伤害（包括赛前、赛中和
赛后发生的）。

比赛观众入场防疫要求须知：
1.赛事实行实名制入场，入场前要接

受严格的体温测量，并按要求配合查验场
所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无异

常后方可入场。
2.所有观众须全程佩戴口罩（医用外

科及以上防护级别口罩），保持安全距
离。如未佩戴口罩则无法入场观赛。

3.以下人员不得入场：（1）比赛前
10 天 有 境 外（含 港 澳 台 地 区）旅 居 史
的；（2）比赛前 7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
所属区县（市）旅居史和阳性病例所在
区县（市）旅居史人员（直辖市阳性病例
所在乡（镇）街道）；（3）活动前 10 天有
接触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4）
活动前 10 天内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
（5）正在执行居家隔离、健康监测以及
其他管控措施的人员；（6）郑州健康码
异常（包括无 48 小时常态化核酸检测结
果的人员）。

文明观赛安全观赛

这些事项球迷须记牢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
者从河南省田径自行车运动中心
获悉，在当日进行的 2022 第二十
一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最后一个赛段的比拼中，前 7个赛
段多次置身领先阵容却一直无缘
领奖台的李博安发挥出色，最终站
上赛段个人赛最高领奖台。加上
王奎程在第 6 赛段收获的个人冠
军，河南巴迪瑞洲际队用两个赛段
冠军、团体总成绩排名第三的佳
绩，为本次环湖赛的征程画上了一
个圆满的句号。

本届环湖赛包括来自国内的
8支洲际队及 13支省队，8支洲际
队均有不俗表现。前几个赛段，刚
刚成立不到一年、首度参加环湖赛
的河南巴迪瑞洲际队虽然在赛段
个人冠军方面并没有斩获，但是团
体总成绩一直保持在前三之列。

终于在 8月 1日的第 6赛段茶卡壹
号盐湖景区至都兰赛段，小将王奎
程在终点前数百米的短暂混乱中
抓住机会，在队友的配合下奋力冲
刺，获得赛段个人冠军，他的队友
刘宸睿夺得第四名。第 7赛段，李
博安在距离终点将近 5 公里处冲
出大团开始冲刺，虽然最终憾失领
先，但 4 公里的领先令人印象深
刻。收官赛段李博安合理运用战
术分配体力，最终“压哨”夺冠，展
现了不俗的实力。河南巴迪瑞洲
际队也不负众望，以两个赛段冠
军、团体总成绩排名第三的佳绩，
精彩诠释了“黑马”的实力。

谈及队伍在本届环湖赛上的
表现，河南省田径自行车运动中心
负责人坦言，佳绩连连是多种因素
叠加的水到渠成：“本来就具备一
定的实力，又在这个项目中充分发

挥了团体精神，教练组战术安排得
当，队员配合默契。”

本届环湖赛，河南巴迪瑞洲际
队共派出 7 名河南本土运动员参
赛，包括国家自行车场地组现役队
员李博安，驰骋赛场多年、多次获
得全国冠军的实力派老将岳昊，还
有车坛新秀、“00后”小将伏政豪、
王奎程、刘宸睿、牛高尚、刘明哲
等，担纲教练员的则是全运会冠军
和多次荣获全国冠军的河南名将
胥玉龙。近几年，队员们还得到了
世界名帅萨顿的指导，进步很快，
赛前就被当地媒体和不少业内人
士认为具有“黑马”潜力。

通过本届环湖赛的锻炼，河
南 巴 迪 瑞 洲 际 队 不 但 锻 炼 了 队
伍，而且还取得了佳绩，祝愿这支
年轻的队伍今后能向更高更远的
目标迈进。

环湖赛最后赛段再夺一冠
河南洲际队团体第三收官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丹妮）昨日下午，以“喜迎二
十大 唱响新时代”为主题的郑州市群众合唱大赛在郑州艺
术宫拉开帷幕。来自全市的近 50支代表队以昂扬的精神
风貌唱出群众的心声。

据了解，此次大赛将持续至 8 月 5 日，分为机关单位
组、高校组、社会团体组、中小学组、企业单位组五个组
别进行比赛，吸引近 50 支代表队的 3000 余名合唱队员
参赛，其中年龄最小者只有 7 岁，年龄最大者 65 岁。从
选择参赛服饰到敲定参赛曲目，从提升演唱技巧到展现
台风台貌，参赛者为大赛进行了精心准备。舞台上，无论
是稚嫩的面庞还是白发苍苍的容颜，大家都以灿烂的笑
容、自信的状态展现出对国家的热爱、对党的赞颂，用红
色歌曲凝聚起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奋进力量，为党的二十
大献上一份厚礼。

大赛期间，各位专家评委将对各参赛队进行严谨认
真的评比，现场公布每支队伍的最后得分，并根据分数最
终决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推荐优秀队伍报送至省
级赛事。

“喜迎二十大 唱响新时代”

郑州市群众合唱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秦华）8月 3日上午，由山东省文联、河
南省文联指导，山东省书法家协会、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共
同主办的“大道同行——山东河南中青年书法作品联展”
在河南省美术馆开幕。

山东与河南是黄河纽带上的同胞兄弟，同为文化大省、
书法大省。山东、河南书法界渊源深厚、友谊绵长，自20世
纪 80年代开始，两省书法家协会就共同举办了一系列影响
广泛的书法交流活动。为进一步加强山东、河南书法交流
合作，共同促进书法事业繁荣发展，两省书协共同举办了此
次展览。

本次展览共汇聚山东、河南两省优秀中青年书法家各
60名，合计 120件参展作品。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黄河文
化的滋养，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传承至今的“同
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统、大融合”的主流意识，彰显
了博大深厚的文化内涵。

据悉，展览将在河南省美术馆持续至 8月 7日，免费对
公众开放。

山东河南中青年书法联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秦华）8月 2日上午，2022年度艺术人才
培养资助项目——“豫剧常派表演《红·白·花》艺术人才培
训班”的数十名学子们，走进河南博物院开展主题采风活
动，领略多彩厚重的中原文化。

当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甫一走进河南博物院大
厅，就被河南“豫”的象征——手持着两头巨象的古人铜塑
吸引。跟随解说员的脚步，学员们参观了“泱泱华夏 择中
建都”等展览，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令学员们惊叹不已。此
外，“一眼千年 一演千年”，华夏古乐——音乐文物复原展
演更是为学员们带来了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

通过此次对博物院的参观学习，学员们真切领略了河
南厚重的历史文化，感悟了黄河故事、华夏文脉，品味了中
原跨越千年的美。学员们纷纷表示，未来将创作更多文艺
精品，做好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豫剧常派《红·白·花》青年人才表演艺术培训班是河南
豫剧院承办的一个全国性的专业艺术培训班，招收的40名
学员来自 7个省、19个地市（县区）29个院团（学院、中心
等），他们将在郑州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培训。此次主题采风
活动是培训的其中一项内容。

常派学子河南博物院采风

本报讯（记者 秦华）正值暑期，阅读有没有在你的假期
计划表里？记者从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获悉，这个暑假，
全国 800余家公共图书馆联合推出“网络书香·筑梦童行”
主题数字阅读活动，专门为青少年挑选了大量电子图书供
小读者阅读。

据介绍，此次数字阅读活动为大家准备了海量图书，
涵盖传统文化、人文社科、科技自然、有声书等多个门类，
大家可通过“网络书香·阅见美好”小程序选择自己心仪的
图书。

在徜徉书海尽享阅读之乐的同时，小读者还可以参加
知识答题活动，来检验阅读成果。知识答题活动包括“诗词
大会”“文字的秘密”“世界真奇妙”“中外文学经典”4个主
题，可任选主题进行作答。活动最终将根据各主题的答题
分数、次数及助力累计值，抽选小读者进行奖励。获奖名单
将在活动结束后，通过“网络书香·阅见美好”小程序以“公
告”形式公布。

“网络书香·筑梦童行”
数字阅读活动开启

本报讯（记者 陈凯）河南健身
爱好者收福利啦，600万元体育健
身优惠券等您来领！昨日，记者从
河南省体育局获悉，为引导群众积
极参与全民健身，带动体育行业消
费水平持续提升，助力体育河南建
设，该局将于 8月 11日起，在全省
发放 600万元体育健身优惠券，让
健身群众在享受高品质健身服务
的同时获得优惠。

据了解，2022年河南省体育局
继续抽取省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
作为专项资金开展 2022年度体育
健身优惠券的发放工作。优惠券
开始发放后每周发布两期，发放时
间为期半年。本年度优惠券发放

城市由原先的6个省辖市扩大到全
省 18个省辖市、示范区，全省城市
居民共享600万元健身资金。

本年度优惠券可供 16个项目
使用，分别为足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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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券
设置 10元、15元、20元、25元、50
元 5种面值。今年新增 50元大额
优惠券适用于足球、篮球、排球等
集体项目及特殊人群（残疾人）。

广大健身爱好者可通过手机
下载“豫动中原”APP，在网上领取
健身优惠券，并预约健身时间和场
馆。为保证优惠券申领行为的真

实性、安全性，申领优惠券的群众
需在“豫动中原”平台进行实名注
册，成功即可具有优惠券申领资
格。残疾人注册须提供残疾证信
息进行验证。

另据了解，2020 年、2021 年，
河南省体育局连续两年从省本级
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抽取专项资金，
以试点单位为基础共发放体育健
身优惠券 1200 万元，参与群众近
20万人，累计消费超过 100 万次，
带动体育经济消费 5700 万元，不
仅为受疫情影响的线下体育服务
市场带来浓浓“暖意”，也为“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助力。

600万元体育健身优惠券等您来领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射击射箭运动中心
获悉，正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的2022年国际射击运动联
合会（ISSF）阿拉木图大奖赛暨第 10届亚洲飞碟射击锦标赛上
传来喜讯，身披国家队“战袍”的河南女将武翠翠表现出彩，她一
人勇夺大奖赛和亚锦赛女子多向个人项目 1枚金牌和 1枚银牌
的同时，还携手国家队队友王晓菁、王心怡，将两项赛事女子多
向团体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此外，武翠翠还与国家队男
队友齐迎搭档，获得了亚锦赛多向混合团体项目的铜牌。

2022年国际射联阿拉木图大奖赛暨第 10届飞碟亚锦赛，
于当地时间7月 28日至 8月 8日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
图举行。在当地时间 7月 31日进行的本次赛事首个奖牌日争
夺中，武翠翠以决赛 25中的成绩，斩获大奖赛女子多向个人项
目的金牌，射落本项赛事首金的同时，也帮助中国队拿下了本项
赛事中的首金。她的队友王心怡获得该项目的铜牌；在当日进
行的亚锦赛女子飞碟多向个人项目角逐中，武翠翠以决赛22中
的成绩收获该项目的银牌。

在当地时间 8月 1日进行的本项赛事女子多向团体项目的
角逐中，由武翠翠、王晓菁、王心怡三名选手组成的中国队继续
出色发挥，包揽了大奖赛和亚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展现出了出色
的竞技状态。

当地时间8月2日，本项赛事展开第三个比赛日的角逐，在多
向混合团体角逐中，武翠翠搭档大奖赛男子多向团体项目中国队
冠军成员齐迎，最终收获了亚锦赛多向混合团体项目的铜牌。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 7月中旬结束的国际射联世界杯韩
国昌原站比赛中，武翠翠就勇夺女子多向冠军，首次站在了射击
世界杯的最高领奖台上。今年 35岁的武翠翠是河南射击队飞
碟项目的一员老将，2011年国际射联飞碟射击世界杯总决赛，
她就取得了女子飞碟多向的季军。之前因为结婚生子，武翠翠
离开国家队很长时间。不过这位“妈妈选手”并没有放弃钟爱的
射击事业，更没有降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经过努力，武翠翠于
今年 5月份通过选拔赛重返国家射击集训队，得以身披国家队

“战袍”出战国际赛事。
河南省射击队飞碟组多向 2班主教练王浩告诉记者，从武

翠翠今年已经参加的 3场赛事表现看，这位老将的心态比以前
更加成熟了，特别是在决赛中的状态调整非常及时有效，这更利
于她在以后的大赛中创造佳绩。

河南女将国际射联
大奖赛射落三金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郑州市体育局获悉，在8月
2日于郑州市航空港区河南省职工文体中心落幕的 2022年“中
国体育彩票杯”河南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郑州市羽毛球小将
发挥出色，共摘得10枚金牌、6枚银牌、6枚铜牌和多个前八名的
成绩，另外还获得了本次比赛的“体育道德风尚奖”，可谓收获颇
丰，充分展现了我市羽毛球小将不俗实力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本次河南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
南省球类运动中心、郑州市体育局承办，河南无限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郑州航空港双鹤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协办，设有男、女团
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 6个项目，根据参赛选手的不同年龄
分为青年、甲、乙、丙、丁组。参赛的 400余名羽毛球小将，来自
全省 19支代表队。经过 5天激烈角逐，最终，郑州市羽毛球小
将斩获青年组、男子甲组团体，青年组男子单打，甲组男子单打，
丙组男子团体，乙组女子单打、双打，丙组男、女单打，丁组女子
单打 10枚金牌。据了解，针对本次比赛，郑州市羽毛球队专门
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集训，最终选拔出49名适龄优秀小将参加
本次比赛，并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负责人介绍，从本次比赛我市运
动员取得的优异成绩可以看出，我市在羽毛球项目上注重梯队
培养的努力初见成效，特别是乙组、丙组、丁组这些小年龄组成
绩尤为突出，这些小选手是未来、是希望，我市的羽毛球项目的
发展也将越来越好。

河南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是我省青少年羽毛球的一项
传统赛事，是我省普及青少年羽毛球运动及促进后备人才培养
的重要平台，既为更多青少年提供了比赛交流展现风采的机会，
又检验了我省羽毛球后备人才的整体实力，为我省选拔专业优
秀苗子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次比赛表现突出的运动员将有资格
参加省球类运动中心组织的羽毛球精英训练营。

省青少年羽球锦标赛收拍
郑州小将摘金夺银收获丰

8月2日，张帅（左）／库德梅托娃在比赛
中。当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举行的
WTA500女子网球赛女双首轮比赛中，张帅
（中国）／库德梅托娃（俄罗斯）以2∶0战胜梅
里查尔-马丁内兹（美国）／佩雷兹（澳大利
亚），晋级八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