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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魏秋月、姚迪、丁霞、沈静
思、王娜*

主攻：陈丽怡、惠若琪、李静、朱
婷、刘晓彤、殷娜*、刘宴含*、王琦*

副攻：徐云丽、杨珺菁、刘聪聪、
袁心玥、杨舟、王宁*

接应：曾春蕾、杨方旭、张常宁、
李莹*

自由人：陈展、单丹娜、黄柳燕、
王茜* （带*者暂不参加集训）

新一届中国女排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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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报道

昨日，中国排协公布了2014年
的中国女排名单，最为引人瞩目的
无疑是上一个奥运周期中国队的主
力二传手、队长魏秋月的回归，新一
期国家女排队员名单共27人，其中
有7人暂不参加集训。

在教练班子中，山东女排主教
练安家杰被召入帐中，而此前兼任
女排领队和教练的胡进则未出现在
名单中。

教练组微调，胡进离任

新一届中国女排教练组出现较
大变化。去年兼任国家队领队和教
练的名帅胡进此次并未出现在教练
组名单中，原助理教练赖亚文将兼任
领队；前男排国手、现任山东女排主
教练安家杰被召入帐中。陪打教练
人数也从原来的仅有包壮、袁灵犀2
人增至现在的6人，李铁鸣、吴晓雷等
都曾是男排名将。新生力量的补充
让中国女排的教练组更具活力。

魏秋月回归最受瞩目

2013年，魏秋月、张磊、马蕴雯
和王一梅4名国手“留洋”得到各方
关注。4人征战海外命运不同。去
年整年未能得到国家队征召的魏秋
月是留洋诸将中首位回国的选手，
她也是4人中唯一入选国家队大名
单的队员。由于个人原因提前解约
的马蕴雯、在各自球队难以保证主
力位置的张磊和王一梅均没能入围
新一届国家队。

去年中国女排兵败亚锦赛，年
轻二传沈静思的表现遭受非议，这
让魏秋月回归的呼声高涨。今年
联赛复赛阶段魏秋月从阿塞拜疆
回归天津，成为球队扭转颓势的关
键人物。此次魏秋月的回归可谓
众望所归。

多名老将落选加速新老交替

3名“留洋”国手马蕴雯、张磊、王一
梅尽管去年在国家队中主力位置并不
稳固，但今年悉数落选大名单还是令人
稍感意外。3名老将的落选除国外俱乐
部比赛任务尚未完成这个客观原因外，
也显示了国家队加速新老交替的意图。

此次国家队27人大名单虽有多
名老将遗憾落选，但基本会集了国
内一线队中较为出色的选手。今年
中国女排面临世锦赛和亚运会兵分
两路出战的重任，入围选手将有更
多施展才华的机会。谁能最终获得
主帅郎平的青睐，还要凭在训练和
比赛中的表现说话。

教练胡进离任 二传魏秋月回归 王一梅等落选

中国女排悄悄“变脸”

魏秋月 （资料图片） 主教练郎平 （资料图片）

电话：65187076 13837998881
地址：南昌路丹尼斯申泰大厦4楼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0005

昆大丽双飞6日游 980 元

韩国+济州岛直飞3280元
华东五市双卧7日游980元

泰新马10日游 4680元
港澳高品双飞 5 日游 特 价

厦门武夷山双卧6日游 1680元
海南精品双飞5日游 2180元

日韩
洛阳 旅行社
总部：申泰 许可证号L-HEN-CJ00015

电话：69952543 18937985301
涧西区建设路中侨绿城南门丹尼斯门口

昆大丽双飞7日游 980元
北京高品质纯玩5日游 1080元
桂林阳朔纯玩5日游 1180元
张家界凤凰长沙韶山6日游
全程导游 1580 元
九寨沟黄龙单飞单卧特价1580元

（仅限4月22-24号）

许可证号：L-HEN3105
洛阳港中国旅

电话：63191056 63195986
地址：中央百货大楼9楼9126室西门上电梯

河南中州国旅出境代理社

北京夕阳红双卧6日游（纯玩）1080元
（3月21，28号发团全程导游陪同）
港澳高品双飞 5日游 1480元
泰新马双飞 10日游 4680元
昆大丽双飞 7日游 1080元
桂林漓江双卧5日游 1380元

华东五市+水乡夕阳红7日游 1080元

洛阳 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15

电话：65220006 18637983686
地址：西工区富雅东方A座20楼

河南中信国旅代理社
港澳双卧7日/双飞6日游 980元
张家界凤凰双卧品质5日游 1380元
云南品质4+5双飞6日游 1380元
九寨沟双飞4日游（洛阳） 1780元
云南含版纳4飞8日游（洛阳）2080元

万仙山
洛阳 旅行社

总部总部：：申泰申泰 许可证号许可证号L-HEN-CJL-HEN-CJ0001500015

电话：60102775 13837971459
地址：万国银座16楼中旅指北针

郭
亮
太行绝壁天路2日游 328元

河南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65261119 65226999

4月20日开行（洛阳起止）3880元（含小费）

360°台湾全景环岛8日精致游

28o柬埔寨 吴哥窟
直航包机6日游5180元（含小费）
3月24/29日4月3/7/12日

新乡海宁皮革城
直通车1日游50元

洛阳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091

电话：65261998 15978663998
地址：华源财富广场B座707室

每周二四六日发团
本月享受半价25元往返

电话：65260618

大槐树
预祝洪洞大槐树景区

国家AAAAA级景区创建成功

+平遥+乔家 470 元

电话：1583744312

大槐树
预祝洪洞大槐树景区

国家AAAAA级景区创建成功

+平遥+乔家 470 元

河南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65226999 62686099

洛阳直飞香港5日游特价
洛阳-香港-台湾环岛 8日游
（每周二六起飞）4980元

洛阳直飞泰国 7日游 3980元
4月11日仅此一团

河南中旅集团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电话：63362100 13838459588

5月17日发团 13800元
深度游欧洲，洛阳起止，独立成团

德法意瑞深度游
河南中旅集团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电话：63362133 63362177

5月27日发团 22800元
17日游（东西海岸夏威夷大瀑布）
美国全景
一价全包，洛阳起止，独立成团

（洛阳包团）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五星豪华 10日游
3月31日（5380元）另有多条出境线路
洛阳包团/洛阳领队/无自费/无小费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地址：南昌路锦茂大厦8层810室(丹尼斯北)
电话：64881918 13698881708

泰新马

河 南 国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617506 64617508
洛阳起止 单独成团 无自费小费

台湾直飞特

价

河 南 国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地址：南昌路锦茂国际大厦14楼1411室（丹尼斯北）

洛阳起止 全程领队 单独成团

美国
电话：64617508 64617506

东西海岸+大瀑布14日游

特

价

东西海岸夏威夷大瀑布16日游(4月22日)
洛阳起止/洛阳领队/一价全包/上门服务

21000元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地址：南昌路锦茂大厦8层810室(丹尼斯北)
电话：64881718 13698881708

美国（洛阳包团）
另有多条出境线路

河南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60868115 60152267

360o台湾全景环岛 11日游

4月20 3880元（含小费）

台湾双飞8日游
（洛阳飞）4月特价

电话：15838566190

大槐树
预祝洪洞大槐树景区

国家AAAAA级景区创建成功

电话：18903886523

大槐树
预祝洪洞大槐树景区

国家AAAAA级景区创建成功

+平遥+乔家 470 元

电话：65260619

大槐树
预祝洪洞大槐树景区

国家AAAAA级景区创建成功

+平遥+乔家 470 元

河 南 中 旅 集 团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泰 国
泰一地精品双飞6日游 3380元

洛阳往返，全程领队，郑州直飞曼谷
发团日期：4月5日特价

电话：64615199 64615299
地址：九都路58号春蕾大厦10楼海外部

包
机

河南中旅集团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电话：65596558

普吉岛、巴厘岛、沙巴
马尔代夫海岛游

电话：64325061 64325106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5楼国内中心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夕阳红云南专列—4月6日开行
A：昆大丽、西双版纳、贵阳黄果树
张家界宝峰湖13日游 2980元起
B：昆明大理腾冲瑞丽中缅边境+贵阳
黄果树、张家界宝峰湖 3180元起
C：昆大丽、香格里拉、贵阳黄果树
张家界宝峰湖13日游 3280元起

电话：64325061 64325106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5楼国内中心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3月30日黄山+福建专列
A：黄山、徽派民居+武夷山、厦门、云水谣
土楼、福州、泉州11日游 2380元起
B：千岛湖、徽派民居、武夷山、厦门云水谣
南靖土楼、福州、泉州 2380元起
C：婺源、徽派民居、武夷山、厦门、云水谣
南靖土楼、福州、泉州 2380元起

台湾
河南中旅集团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特
价

电话：63333018 63333108

河南康辉国旅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63636011 60152267
地址：火车站宝龙大厦 507 室

北京双卧 6日游 780元
华东双卧 7日游 880元
海南双飞5日游特价 1990元
昆大丽双飞7日游特价 980元
武夷山厦门双卧6日游1650元
港澳双卧7日游特价 280元

洛阳 旅行社
总部总部：：申泰申泰 许可证号许可证号L-HEN-CJL-HEN-CJ0001500015

电话：66778819 13014700007
地址：涧西区牡丹广场

龙潭峡1日游60元 老君山1日游148元
重渡沟2日游238元云台山2日游398元
华东4日游380元 北京4日游380元
桂林4日游380元长江三峡3日游528元

海南纯玩双飞5日游1980元
厦门双卧 6日游 1680元海南

洛阳 旅行社
总部总部：：申泰申泰 许可证号许可证号L-HEN-CJL-HEN-CJ0001500015

电话：64152180 13938809378
地址：涧西区牡丹广场

昆大丽双飞6日游950元起
桂林双卧5日游 1150元

海南纯玩双飞5日游 1980元起
张家界、凤凰双卧5日游 1280元
华东五市双水乡双卧7日游 980元
婺源赏花、景德镇双卧4日游 980元

云南

电话：1583744312

大槐树
预祝洪洞大槐树景区

国家AAAAA级景区创建成功

+平遥+乔家 470 元

洛阳 旅行社
总部总部：：申泰申泰 许可证号许可证号L-HEN-CJL-HEN-CJ0001500015

电话：64876788 18638828662
地址：洛阳市联盟路市委党校2号楼4楼

河南中信国旅代理社

双飞6日游洛阳机场起止特价
双卧8日游洛阳火车站起止特价

泰新马豪华游、韩国直飞 特价
巴厘岛、普吉岛直飞7日游 特价
日本6日游、澳新13日游直飞 特价

港
澳

旅游导航 电话：0379-63330377主管：杜青 组员：张继生

+平遥+乔家 47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