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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1日，体
彩·环中原2018自行车公开
赛暨第三届环龙湖自行车公
开赛在有着“中原之心”美誉
的郑东新区龙湖金融岛周边
区域进行了为期一天的激烈
角逐，标志着历时近7个月
的环中原2018自行车公开
赛顺利收官。

本次公开赛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地以及美国、俄罗斯、
蒙古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名选手报名参赛。赛

事完整地设计了公路组、山
地组和大众组的分项，设置
了全民体验组、公路精英赛
男子组、山地车赛男子甲组、
山地车赛男子乙组、山地车
赛女子甲组、山地车赛女子
乙组共6大组别，云集了国
内外多支知名的精英车队。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河北的
李昕以2小时3分51秒在公
路精英赛男子组中拔得头
筹，来自蒙古的选手江巴仅
以1秒之差屈居亚军。

女排世锦赛结束了，中
国女排获得了第三名。近
日，河南妹子朱婷即将返回
河南家中，稍事休息之后将
再次奔赴土耳其，开始新赛
季的土超联赛征程。

对朱婷来说，此次世锦
赛之旅留下了遗憾，就是没
能实现大满贯的梦想——仅
有一步之遥。毕竟作为一项
集体项目，排球需要的是团
队力量，即“短板理论”。即
使朱婷是最长的那一块木
板，最终结果还是要看全队
的发挥。正如主帅郎平赛后
所说：“我们的网口还需要更
多的边攻手站出来得分，不
能只依靠朱婷一点。”本次世
锦赛，中国女排暴露出来的
最大问题，应该就是进攻频
繁哑火。虽然中国队拥有朱
婷这样的世界级主攻手，但
只依赖朱婷一人进攻得分肯
定是不够的。

作为一名主攻手，朱婷
不仅仅只有进攻，她还承担
了全队大量的一传、防守保

障任务。而在承担了大量的
一传和防守保障任务后，朱
婷的进攻就没有像里约奥运
会时那么强大了。本次比赛
她并不在最佳状态，但仍然
表现出了世界级主攻的实
力，在13场比赛中有10场
得分是全队最高分。尤其是
对意大利队的两场关键战，
她的得分都是全队最高的，
在全队最困难的时刻，她仍
然是那个最让人信得过的队
员。

朱婷曾拿到2014年世
锦赛的最佳主攻奖，2015年
世界杯的MVP，2016年奥
运会的 MVP 和最佳主攻
奖 ，2017 年 大 冠 军 杯 的
MVP和最佳主攻奖，本届比
赛又拿到最佳主攻奖，连续
五年在世界大赛上获得单项
奖，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的。4年后，河南妹子朱婷
已经28岁，那时的她能不能
和中国女排一起成就一个大
满贯的梦想？

《上新了·故宫》
讲述藏品背后的故事

凭借这些年来在网络上
的“卖萌”，故宫博物院成功抓
住了年轻观众群体的心，“御
膳房冰箱贴”、“朕知道了”手
机壳、朝珠耳机、“朕生平不负
人”折扇……故宫的文创屡屡
成为爆款“网红”。据统计，经
过5年的研发，到2017年底，
故宫文创产品突破了1万种，
2016年故宫文创产品的销售
额就超过了10亿。

非但如此，在故宫博物院
院长单霁翔心中，始终想通过
一台浅显易懂的节目向大众
传播故宫博物院中藏品的故
事。将于10月26日在北京卫
视播出的《上新了·故宫》节
目，将会让观众跟随故宫专家
进宫识宝，探寻故宫的珍贵宝
藏和深厚历史文化。节目中
还将让设计师和高校设计专
业学生联手设计引领热潮的
文化创意衍生品，希望以此打
通受众与故宫文化双向互动
的渠道，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并
理解故宫文化。

为了吸引年轻观众，《上
新了·故宫》还邀请邓伦、周一
围等演员担任文创新品开发
员，和专家一起共同推介宝
物。周一围表示：“新品开发
员的任务是让故宫文化活起
来，我们找到了一种方式：让

文物变为文创，文创变为产
品，让更多想了解而不能身临
其境的人一起找回传统文化
的真实。”

另外，纪录片《紫禁城》也
将作为《上新了·故宫》的配套
产品于2020年9月上线。据
单霁翔介绍，该纪录片是为纪
念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故宫
博物院建院95周年推出的，
将以故宫为核心内容，深入探
寻昔日皇宫隐秘角落，全面呈
现海量珍贵文物文献。

“蟹肉蘸醋”为什么好吃？

由陈晓卿团队打造的美
食纪录片《风味人间》将于10
月28日登陆腾讯视频。《风味
人间》出品方向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介绍，该纪录片运
用了超微观摄影、显微摄影等
拍摄方式，展示食物细微的变
化和纹理。

利用这些拍摄手法，观众
可以看到在腌制的过程中，细
小的盐粒是如何一点点渗入
到肉里的；也可以看到卤水与
豆浆相遇后，如何凝结成豆
腐。从食材间的碰撞反应，到
食物在环境下的细微变化，通
过微观摄影一览无余地展现
在观众面前，进而思索某些味
道和口感是如何产生的。例
如大家都知道吃螃蟹蘸醋更
好吃，在微观摄影下，这种做

法便得到了科学的解释。观
众能看到当酸性物质接近蟹
肉时，蟹肉的肉质纤维会瞬间
展开。

文化综艺任重而道远

除了上述两档即将播出
的新节目，还有《中国诗词大
会》第四季、《一本好书》等文
化类节目正热播或者待播出，
再加上《朗读者》《国家宝藏》
等现象级节目，文化类综艺节
目成了近年来的荧屏热词。
但除了央视凭借得天独厚的
收视群体制造出了爆款文化
节目外，地方卫视的文化类节
目还大多处于探索阶段。有
业内人士认为，文化类综艺节
目首先要做好的是找到合适
的切入角度，让年轻观众能够
产生共鸣和参与感。

另外，文化类节目如何
在市场上产生商业价值也是
它亟待解决的问题。据今年
年初统计，有 52%的文化类
节目无冠名赞助。电视人李
钰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当然不能仅以市场价
值和经济效益来衡量文化类
节目，会产生偏颇，但如何让
文化类节目更好地生存下
来，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产
生更好的社会效益？市场价
值就成为它们不得不解决的
问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了解到，在日前举行的2018

“金牌主播”表彰活动文艺晚
会上，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
道主持人关枫获得“2018电
视十佳金牌主播”大奖。

在关枫近20年的主持经
历中，节目涵盖访谈、综艺、戏
曲、武术、益智、少儿等多个领
域。他思维敏捷、视角多元，
对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
解和专业积累。

如今，关枫身兼河南卫视
《梨园春》和《武林风》两档节
目的主持工作。这两个节目

一文一武，一刚一柔，关枫自
由穿梭，或沉稳优雅，或激情
满怀，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他根植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民
族精粹，是民族文化的优秀传
播者。

据悉，“2018金牌主播”
评选活动由中华文化促进会
主办，面向全国及海外华语主
持人开展，荟萃了全国众多广
播电视台、媒体机构、影视大
平台选送的海内外华语主持
人。关枫能够在激烈竞争中
脱颖而出，显示了他在主持专
业所积累的深厚功底。

多国“骑士”郑州比高低

朱婷啥时候能实现大满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10月21日，开
封市二夹弦戏曲博物馆揭
牌，将成为一个交流和展示
戏曲文化的平台。

该博物馆坐落于开封鼓
楼区复兴坊历史文化街区生
产后街 37 号，对外免费开
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夹弦传承人田爱云介绍
说：“二夹弦戏曲博物馆里不

仅有二夹弦的各种介绍，还
有一个小舞台，下一阶段会
不定期举办二夹弦表演。博
物馆体验室里有丰富的二夹
弦服装道具，参观者可以试
穿、化妆，近距离感受二夹
弦。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了
解二夹弦，让我们优秀的民
族文化传下去。”

二夹弦戏曲博物馆在开封揭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刘袁抒

关枫获“电视十佳金牌主播”大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近年来,文化类节目得到了观众越来越
多的青睐，做一期全面、严肃而又不失活泼
同时又兼顾市场的文化类节目，成为许多影
视工作者的追求。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了解到，以故宫博物院为主题的文化节目
《上新了·故宫》即将播出，陈晓卿团队打造
的全新美食节目《风味人间》也将和观众见
面，它们虽然是文化节目，但共同点都是通
过别样的角度和技术手段，用年轻人的思
维，全新呈现一个传统主题。但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我国有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也为
文化类综艺节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
这类节目的市场前景目前依然并不明晰。

文化节目怎样才能吸引年轻观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关枫

《上新了·故宫》节目中的邓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