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22日 星期三 责编 刘惠杰 美编 孟萌

文体AⅠ·12

■电话 ■总编室 (0371)65796200 ■行政办公室 (0371)65795999 ■新闻传真 (0371) 65796268 ■本报发行服务咨询热线(0371)96211 ■广告部 (0371)65796171 65796172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本期广告均有封闭边框及区域标识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第439号 ■本报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450008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 地址：郑州经开第三大街168号 ■订阅价：全年360元 ■零售价：每份2元

“寂寂的春宵伴着细雨，没
有停止也没有声息，却又滴滴
透入人们的耳膜，就像枕边的
微语……”细腻深情的女声朗
诵伴着轻柔优美的旋律，营造
出意境之美，令人仿佛置身在
乡间静谧的雨夜，诗人苏金伞
的经典诗作《春宵伴着细雨》，
也如细雨般浸润了听者的心
灵。7月21日，大河报联合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2020“经典
诵读”主题公益活动第四场“云
上读书会”，在一鸣书居郑州左
岸店顺利举行。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考古
学者苏湲和著名朗诵艺术家、
河南省演讲与口才学会艺术总
监、郑州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
音员肖月，两位“黄金搭档”现
身本次“精神食粮补充站”。

“我们常说‘你要想打动别
人，一定要先打动自己’，一个
好的朗诵，一定是诵读者先把
要诵读的作品吃透，要让作品
先入自己的心，这是诵读好一
个作品的前提。诵读时，诵读
者要沉浸在作品里，要让作品
和听者产生情感上的共振共
鸣，诵读者要把作品的美通过
诵读展现出来，并让听者感受
到。”“比如在诵读时，我们在处
理结尾‘向往’一词时，你不能
平平淡淡说出这个词，而是要
有感情的处理，比如‘往’字你
可以轻声读。”“真正好的朗诵
是能走进听者的心里。”……本
场“经典诵读”领读人肖月老师
现场分享了很多诵读技巧，可
谓干货满满。

大型考古报告是什么样
的，都有啥内容？“特别好看，特
别有意思！比如对一座古代墓
葬的发掘，报告里涵盖了所有
的考古细节，比如一件器物，在
哪里出土，其上有什么纹饰
等。我看考古报告，都是按照
一麻袋一麻袋的量来看的。”苏
湲透露。作为极少数未被盗掘
的商代贵族墓葬的妇好墓，为
何能免于“十室九空”的遭遇？
为完成大型考古纪实报告，3个
月不出门的作家是个什么工作
状态？……本场直播中，苏湲
老师不仅分享了她个人的读书
和选书的心得，还现身说法，分
享了她创作文学作品时的个人
经历、所思、所想和体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实习生 孙梦雨

7月21日凌晨，《法国
足球》杂志宣布取消 2020
年金球奖评选，这也是金
球奖历史上首次出现中
断。而在 5 月份，国际足
联已宣布取消今年的“世
界足球先生”评选，这意味
着，2020 年对于世界足坛
将是个无冕之年。

金球奖由《法国足球》
杂志在1956 年创立，是授
予年度最优秀的足球运动
员的奖项，与国际足联评
选的“世界足球先生”相
同，是国际足坛象征着个
人最高荣誉的两个奖项。
而今年，两个奖项则双双
取消了评选。

由于疫情影响，足坛
长时间停摆，不少国家甚
至提前结束了今年的联
赛，还有很多联赛的赛程、
赛制发生了变化。而目前
欧冠联赛经过长时间推
迟，复赛工作也还存在着
一些不确定性。《法国足
球》杂志主编帕斯卡尔·费
雷指出，金球奖的正当性
和公信力就在于其公平
性，而今年的特殊情况导
致公平性得不到保障。因
为疫情危机之下，各联赛
情况不尽相同，无论从统
计层面还是筹备层面来
看，都无法将所有球员置
于同一体系进行评价。因
此，取消本届金球奖评选
是“最负责任和最合理”的
选择。

从2009年至2019年，
除了莫德里奇在 2018 年
获得金球奖外，其余10座

金球奖被 C 罗和梅西瓜
分，作为2019 年的金球奖
得主，梅西今年志在卫冕，
而C罗也在为了将金球奖
重新夺回而努力，但今年
的“梅罗之争”将没有赢
家。

本赛季，梅西第四次
蝉联西甲金靴，他贡献了
25 个联赛进球，并送出了
21 次助攻，双 20+的数据
冠绝世界足坛，但梅西领
衔的巴萨却被皇马抢走了
联赛冠军，同时无缘国王
杯和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与之相比，C 罗本赛季截
至目前打入30个进球，尤
文也即将触摸到联赛冠
军。如果C罗能够最终拿
到意甲金靴并捧起冠军奖
杯，在荣誉方面无疑会比
梅西更耀眼一些。

不过，今年的重头戏
并非“梅罗”，而是德国拜
仁慕尼黑前锋莱万多夫斯
基。截至目前，莱万本赛
季打进51球，其中德甲贡
献 34 球、欧冠 11 球、德国
杯 6 球，各条战线都是排
名榜首。目前，莱万已经
拿到德甲金靴和联赛冠
军，同时也基本锁定欧洲

“金靴”，莱万被看作是今
年金球奖的最有力争夺
者，此前一直领跑金球奖
赔率榜第一位，极有可能
再次打破“梅罗”的垄断，
但金球奖的取消让球迷为
他大呼遗憾，错失了这个
机会，不知道莱万明年是
否依然会向梅西、C 罗发
起挑战。

7月21日下午，河南建
业俱乐部官方宣布3名球员
正式加盟，分别是来自解散
的天津天海的宋博轩，以及
从恒大租借的两名U23小将
冯博轩、郭靖，这也是在联赛
开打之前，建业最后一次补
强阵容。

在此次加盟的3人中，
宋博轩可以说是来之可用的
实力派球员。宋博轩在上海
申花和北京国安两支球队效
力时有过不错的表现，2015
年时，他还入选过佩兰的国
家队。2018年转会到天津
天海后，宋博轩因为伤病，上
场比赛的次数很少。作为一
名多面手，宋博轩能打很多

位置，最为擅长的是边路。
此前，随着天海宣布解

散，所有球员都成为自由身，
其中大量国脚级的球员转投
深圳。一个多月前，宋博轩
曾来到建业试训，但他跟随
建业踢了几场热身赛后，当
时的主教练王宝山并没有留
下他。王宝山认为宋博轩进
攻能力确实很好，但防守环
节比较薄弱。事实上，冯卓
毅离开建业后，王宝山一直
在寻找接替者，宋博轩在王
宝山看来并不是一个攻守平
衡的前卫。

试训建业失败后，宋博
轩又前往老东家申花，但申
花签下了同样作为快马的于

汉超。不过，随着建业俱乐
部对教练组进行改革，以杨
戟为首的教练组履新，又将
宋博轩召回再次进行试训，
并最终留下了他。目前，建
业锋线多拉多和卡兰加两名
外援的伤势存在不确定因
素，而本土进攻球员也比较
缺少，宋博轩对于进攻线是
个有力的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建业队
长伊沃对于宋博轩有很高的
评价。在与宋博轩搭档比赛
后，伊沃认为宋博轩是很好
的帮手，曾建议教练组“一定
要签下他”。

两名小将冯博轩和郭靖
都是从广州恒大租借的年轻

球员。两人都是1997年出
生，成长经历如出一辙，他
们年幼在武汉接受青训，年
少前往葡萄牙踢球，回国后
都加盟了广州恒大。不过，
恒大阵容拥有大量国脚，还
有外援及归化球员，这两位
年轻小将近几年在恒大都
得不到太多机会。但两人
是国家队常客，恒大并不会
轻易放手，此次只是租借给
建业。

从位置上来看，冯博轩
是一个多面手，中场及右边
路都能胜任。而郭靖司职
中后卫，是一名身高接近1.9
米的高塔。两人对建业的
后防线是个有益的补充。

“黄金搭档”现身
“精神食粮补充站”

第四场
“云上读书会”
干货满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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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球
奖
评
选
取
消

﹃
梅
罗
之
争
﹄
提
前
谢
幕
，心
里
最
苦
的
是
莱
万
！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皓/言/皓/语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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