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福州10月29日电 国家
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29日宣
布，现任浙江男排主教练吴胜接替功
勋老帅沈富麟，担任新一届国家男排
主教练，备战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周
期。

今年初，中国男排在2020年东京
奥运会亚洲区男排资格赛决赛中0:3
完败于伊朗队，自北京奥运会以东道
主身份冲入前八名之后连续三次无缘
奥运会。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赖亚文说，近几年，随着世界男
排职业化不断推进，中国男排的成绩
有一定程度下滑。尽管东京奥运会还
没有开赛，但国家男排需要提前进入
巴黎奥运周期的备战工作，抓紧时间
加强队伍的训练磨合，增强凝聚力，尽
快提高技战术能力水平。

今年53岁的吴胜曾是中国男排运
动员，于1993年开启执教生涯。2014
年，吴胜执教浙江女排首夺全国女排
联赛冠军。在刚刚结束的2020全国
男排锦标赛上，吴胜执教的浙江男排
获得亚军。

新华社柏林 10月
28日电 德国联邦政
府和各州政府 28日开
会商定，职业体育联赛
全面禁止球迷入场观
赛，关闭健身房、游泳池
等公共体育设施，业余
俱乐部暂停营业，业余
联赛全部停赛。

新冠肺炎疫情近
日在德国呈指数型增
长。德国疾控机构罗
伯特·科赫研究所28日
公布数据显示，截至当
天零时，德国较前一日
新 增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14964 例，再创疫情暴
发以来单日新增最高
纪录。德国政府决定，

从11月2日起，包括德
甲在内的足球、篮球、
排球、手球、冰球等职
业联赛必须空场进行，

“观众禁令”在全国范
围内暂行1个月。

德国足球职业联盟
（DFL）发表声明，表示
对此感到遗憾。“越来
越糟糕的疫情需要我
们在生活各个领域做
出努力。过去几个星
期里，德甲在设计和执
行防疫措施、保护赛场
球迷方面花了很多精
力，就球迷管理事宜与
政府部门协调沟通。俱
乐部和球迷表现得很自
律，遵守防疫规范，保持

社交距离。然而很不
幸，现在暂时不可行
了。我们希望这些措施
可以立刻见效。”

截至目前，德甲试
行了近 6周“球迷有限
回归赛场”计划，球迷规
模最多不超过赛场容量
的20%，具体人数由各
赛区当地卫生部门决
定。尽管如此，德甲前
五轮中每轮比赛都有空
场进行的“幽灵赛”。

德国手球职业联赛
总经理博曼表示：“禁令
与我们上周和政府沟通
的愿望相悖。我们做好
了该做的，体育没有助
推疫情发展。”

中国男排
换帅吴胜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2020“体彩
杯”芝罘区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乒乓
球联赛暨芝罘区乒乓球俱乐部少年选
拔赛日前在芝罘区全民健身中心收
拍。本次比赛由芝罘区体育运动服务
中心主办，芝罘区乒乓球运动协会承
办，烟台开发区银河机械工程公司协
办。来自芝罘区各乒乓球俱乐部及芝
罘区中、小学的乒乓球爱好者共一百多
人参赛。

比赛按年龄设置六个组别，男子单
打和女子单打两个竞赛项目。小选手
们挥拍上阵，展示出顽强的斗志和拼搏
进取精神。冰河乒乓球俱乐部、朱博乒
乓球俱乐部、志承乒乓球俱乐部、芝罘
区体校等代表队的队员表现出了较好
的基本功和攻防技艺，战绩出色。

芝罘区乒乓球运动协会主席戚仁
才表示，本次比赛本着互相学习交流、
共同发展提高的理念，旨在通过比赛检
验各俱乐部的训练成果，促使各俱乐部
可以更科学、更高效地培养乒乓人才，
形成俱乐部之间、人与人之间比学赶帮
超的热烈氛围，选拔和储备人才，推动
芝罘区中小学生乒乓球运动的普及与
推广，为提升烟台市整体的乒乓球水平
出一份力。 通讯员 栾志顺

芝罘乒坛
新秀竞技德国全面禁止球迷入场

关闭健身房 叫停业余赛

新华社巴黎10月
28日电 28 日，法国
再度宣布全国“封城”，
时间至少持续到12月
1日。职业体育赛事将
何去何从？法国体育
部部长罗克萨勒·默勒
奇内亚努给出了答案
——职业体育赛事不
受影响，将继续举行。

默勒奇内亚努表
示，根据相关规定，职
业运动员的训练和比
赛将不受影响，包括法
甲以及即将开打的巴
黎网球大师赛仍将按
计划举行。

“职业运动员可以
继续训练和比赛，参加
职业赛事的运动员可

以豁免旅行禁令。”默
勒奇内亚努说。

体 育 部 长 的 表
态，意味着即将于本
周末开始的巴黎网球
大师赛避免了在最后
时刻被取消的窘境。
包括足球、橄榄球在
内的职业联赛也将继
续举行。

法国再次“封城”
职业体育赛事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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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站长的“初心”和“坚守”
解娇民，女，1987年7月出

生，烟台体彩3705006813站点
销售员。2017 年，一位叫“饼
干”的购彩者把大乐透彩票遗忘
在销售站，解娇民发现后把彩票
仔细收了起来，并备注上“饼
干”。第二天，她发现这张彩票
中了大奖30多万元。没有迟
疑，她拨通了购彩者的电话。7
个月后，“饼干”送来请帖，邀请
她参加自己的婚礼，并购买了
500张大乐透，在婚礼上与亲朋
好友分享幸运。

诚信大戏 持遗票寻找大奖得主

2017年1月22日，新春开
市第一天，烟台购彩者小王（化
姓）情侣二人像往常一样来到经
常光顾的彩票点，“来，今天开市
第一天，咱机选几注吧，然后多
追几期，碰碰运气！”小王的提议
得到了女朋友的支持，解娇民站
长就为他俩机选五注大乐透，并
进行了追加，投注了三期。购彩

之后，三人继续聊天，打好的彩
票被小王随手放在销售台。小
王二人离开后，解站长发现了二
人落下的彩票，于是仔细地收拾
起来，并在彩票上写了“饼干”二
字，作为标记。

小王是一位资深购彩者，他
喜欢体彩的各种玩法，几年前与
小刘谈恋爱，在小王的影响下，
从不买彩票的小刘也爱上了购
彩，两人经常一起讨论大乐透的
走势，然后一起选出购彩号码。
住所附近的06813号体彩站是
二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常来常往
中，二人与业主解站长成了很好
的朋友，解站长还给小王起了一
个亲切的外号叫“饼干”。

中奖第二日，解站长从系统
里得知自己的站点中出了大奖，
很好奇是哪位购彩者如此幸运，
但一连三日，都不见有人前来询
问兑奖事宜，解站长很是着急，
突然想起了自己抽屉里收藏的

“遗票”，便立马拿出来核对，发
现果然二等奖就出自这张彩票，
解站长替小王高兴，立马拨通了
小王的电话。“接到解站长的电
话我简直兴奋极了！”小王说道：

“三十多万的大奖，解站长在得
知中奖时第一时间通知我，这不
就是一场诚信大戏吗？”

7个月后，“饼干”给解站长

送来请帖，邀请她参加小两口的
婚礼，并购买了500张大乐透，
在婚礼上与亲朋好友分享幸
运。“每一个购彩者都是我的顾
客，也都是我的朋友，看着朋友
中奖，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诚
信经营一直是我的原则，出奖一
定要归还给人家的！”

热心公益 彩票店变身爱心驿站

从2012年开始，烟台体彩
响应省中心号召，推出“环卫工
人歇脚点”活动，已经有几百家
体彩店加入此项爱心公益活动，
解站长的彩票点也积极参与，炎
炎夏日里为马路天使们搭建一
个清凉的歇脚处，寒冬里为城市
美容师们奉上一杯热茶。

“环卫工人大叔大妈们工作

累了来我这儿坐一坐歇歇脚，我
都很欢迎，这种小事不值得一
提。”在解站长眼里，这种不值一
提的小事还有很多很多。由于
解站长的彩票站点位于小区和
商业楼交界处，常常有人到这里
问路或寄存快递，解站长“能帮
就帮一把”的初心不改，小小的
彩票点变身爱心驿站。

“30万大奖她都不为所动，
她的事迹都登报纸，我们都更信
任她了，而且据我所知她还经常
捡手机呢！”解站长的老购彩者
告诉记者，解站长平时为人处事
都很热心肠，无论是对老人孝
顺，对子女慈爱，还是对朋友友
善，都在他的朋友圈里有口皆
碑。“平时喜欢帮助别人，感觉热
心肠能换来好运气。”解站长也
说，自己小小的公益举动能温暖
他人让她倍感自豪。

“周末我们还经常组织出去
玩，我们到过福山区摘樱桃、采
桑葚，还聚会吃火锅，志趣相投
的年轻人凑在一起，慢慢就变成
了朋友。”解娇民一边翻着手机
里的照片一边告诉记者，由于共
同的爱好大家才聚到一起，大家
平时总是在一起做事，更像是一
个大家庭。“前几天我还刚问‘饼
干’两口子婚纱照在哪儿拍的，
我很庆幸自己做了体育彩票，也

珍惜这些老彩民、老朋友。”
面对大奖不为所动，解娇民

不仅用诚实守信的高尚品质赢
得了购彩者的认可与信任，也诠
释了一名最美山东体彩人的责
任和担当。近年来，全省体彩战
线广大干部职工和销售人员努
力践行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发行理念，立足
本职岗位，倾力奉献社会，涌现
出一大批勇于担当的先进模范
人物，他们中有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王伟，见义勇为英雄解岩、
宋凤强，自强不息的“轮椅英雄”
石庆刚，最美志愿者焦斌等等，
他们彰显了山东体彩人献身公
益的高尚情操，也为社会贡献了
温暖的体彩力量。 杨瑞远

——最美山东体彩人解娇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