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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 悦）自中超重
燃战火以来，整个联赛形势发生了极
大改变，强队不强、弱队不弱的状况
也让原本混乱的保级竞争变得异常
惨烈。7月 31日，中超联赛第 17轮，
河南建业将在主场迎来保级的主要
对手长春亚泰，对于主队来说，拿下
三分抢得先机将是他们这场比赛的
主要目标。

上半赛季的糟糕战绩，让建业和
亚泰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换帅，至于
阵容方面，相比建业的小修小补，亚
泰的动作则堪称大手笔，他们不仅引
进了匈牙利国脚胡斯蒂，而且还一口
气引进了杨旭、冯仁亮以及赵鹏三员
悍将，球队实力有了显著提升。不过

由于伤病原因，赵鹏这位前建业一手
培养出来的国脚，此次并没有随长春
队前来郑州，这也让对其颇有感情的
河南球迷不免有些遗憾。

在 30 日晚的赛前新闻发布会
上，无论建业主帅贾秀全还是亚泰教
练德拉甘都认为这场比赛将是一场
十分艰苦的较量。尤其是贾秀全，他
认为经过二次转会的调整，亚泰队有
了明显的变化，上半赛季两队的第一
次交手已经没有多少参考价值。谈
到目前的保级形势，贾秀全表示，建
业目前所要做的是脚踏实地地打好
每一场比赛，不要去关心太多的其他
因素，而他也会根据每个对手的不同
特点做出合理安排。④11

本报讯（记者刘 洋）7月 30日，
“周迪有戏”号专列征集戏迷活动启
动。8月 17日，这趟专列将承载着河
南戏曲文化直达四川宜宾，开展历时
7天的文化旅游、戏曲交流。

此次活动由河南电台信息广播
“周迪有戏”栏目主办。从即日起到
8月 16日，《周迪有戏》节目组将接受
全省听众报名，最终组织 800名戏迷
和省内戏曲名家一起从郑州出发，走
进四川、重庆。这是河南地方戏首次
走进西南地区。

据了解，《周迪有戏》是河南电台
信息广播的一档重点栏目，以弘扬、传
承和繁荣戏曲文化为宗旨，已有 19年
的历史。据栏目负责人周迪介绍，本
次活动将前往宜宾、重庆两地，我省戏
迷、戏曲名家将与四川、重庆两地的戏
迷互动，共同体味河南戏曲文化。

作为“周迪有戏”戏迷号专列走
进四川、重庆活动的序幕，8 月 3 日，
一场戏曲名家演唱会将在省人民会
堂举行，李树建、谷秀荣、孟祥礼、金
不换等戏曲名家将登台演出。④4

本报讯 7 月 28 日，超级大乐透
第 14087 期开奖，奖池达到 9.16 亿
元，再一次打破纪录，首破 9亿。

自 4月 30日，奖池以 4.27亿刷新
历史纪录后，大乐透就开始了连续破
纪录的行程，第 14083期开奖时，已经
是第 27 次刷新奖池历史最高纪录。
2014年里，大乐透奖池累计的速度惊
人，5月 17日，大乐透首次突破 5亿，7
月 28日，达到 9.16亿元。

规则调整后的大乐透激发了彩民
夺取大奖的热情，进入良性循环状：销
量、奖池、大奖齐头并进。7月上半月，
大乐透的销量已经达12.6亿元。销量
增加，使奖池加速增长，让大乐透进入

“大奖送不停”的模式。大乐透曾两度
连 续 18 期 送 出 头 奖 ，第 一 次 是 第

14044 期——第 14061 期，共送出 38
注头奖，其中 27注千万大奖。第二次
是第14063期——第14080期，共送出
46注头奖，其中38注千万大奖。

目前，大乐透获奖最多的得主来
自江苏省 2.56亿得主，他仅花费 100
元，50 倍倍投，收获 2.56 亿元巨奖，
成为中国体彩巨奖第一人。他擒获
大奖时，奖池仅 3 亿元，如今奖池逼
近 9亿元，也许新的巨奖第一人马上
就要诞生了。④11 (李恋愆)

建业战亚泰 抢分是关键

戏迷专列即将启动

谁会是新的体彩巨奖第一人?

“石质如玉、贮水不涸、其声如
磬”的黄石砚，在经历了上千年的
漫长失传后，上世纪 80年代随着
作坊式生产的勃兴而再度面世。

近一年来，当传统工艺品因
“礼品经济”失去市场时，黄石砚的
命运如何？7月 29日，记者到黄石
砚的故乡南阳市方城县探访。

黄石砚的主产地独树镇既有
作坊密布的砚山铺村，又有华宝
黄石砚厂等规模较大的企业。在
华宝黄石砚厂，记者看到这里的
砚台加工流程虽和作坊相似，但
最为耗时费力的雕刻、打磨工序
已经部分实现了机械化。来自不

同地区的匠人和艺师有时操起传
统雕刀，有时利用现代化雕刻机，
设计、加工多种风格的产品。

从产业特色村到县城里的“专
卖一条街”，记者发现，近一年来黄
石砚产业发生了下列几大变化：

产品开发方面，相对单一的
传统产品正向多样化的艺术品转
变。在“专卖一条街”的各家门店
里，产品除目前仍占主导的砚台
外，还有新开发的茶盘、摆件、壁
雕等。

技法方面，传统的浅浮雕技
法正在向以深浮雕、透雕法为主
的现代高新技术加工方式转变。

题材方面，雕刻题材已突破
老一套的“龙凤题材”。在裕锦砚

雕工艺厂，设计师袁向立根据石
材钙化以后的不同形状和纹路，
巧妙创作出《关羽夜读春秋》、《秋
林搜神图》等作品。当地人总结
说，雕刻题材不断创新，有直接从
中国传统诗文中取材的“诗意题
材”，有从雕塑、雕刻、绘画和工艺
品中寻找灵感的“古风题材”，还
有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的“神话
题材”等，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石
材的天然审美价值，最大限度地
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销售渠道方面，黄石砚正从
以前的自销向多层次、多渠道、综
合型的贸易发展转变。目前，销
售渠道除了传统自主门店，还有
通过特色礼品店、书画廊、会所、

工艺品店销售的新渠道。华宝黄
石砚厂总经理张伟说，至于网络
销售，因为“因材施艺”的艺术品
无法进行批量复制，目前面临制
约瓶颈，如何突破有待探索。

经营方式方面，该行业正从
分散经营转向集约经营。 2013
年，方城县黄石砚协会在当地政
府的支持下成立。被推选为协会
会长的张伟介绍说，本着集约经
营、互通有无、共建平台、协作创
新等原则，协会建立后，面对原材
料吨价已由上世纪 90年代的 300
元左右上升到目前 3000 元左右，
协会积极协调集体价，以降低会
员单位的生产成本。此外，协会
通过组织展览、办专业网站等措

施带动产业发展，目前全县黄石
砚年产量近 8万件。

对于这种创新局面，南阳市
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
永德称之为“集团创新型”。他认
为，除了上述转变外，黄石砚在文
化理念上应从传统文化向多元文
化转变，推动古今、中外、不同民
族间的文化相互融合，进一步激
发产业活力；在经营理念上，应从
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提高
黄石砚的文化影响力和市场美誉
度；在人才培养上，应从师徒相传
走向学校教育，为黄石砚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通过

“集团创新型”发展之路，让黄石
砚真正获得重生。④4

黄石砚：从作坊生产走向“集团创新”
□本报记者 程 梁

7 月 30 日下午，省曲剧团排练
厅内，高玉明、高玉慧这对儿曲剧

“姐妹花”不顾炎热、认真地排演着
她们在曲剧《医圣传奇》中的戏份。
两本大红色的中国戏曲学院曲剧本
科班录取通知书，静静地躺在她们
的书包上。

高玉明、高玉慧与其他 16位兄
弟姐妹一起，使有着百余年历史的
河南曲剧有了首批本科学历接班
人，而她俩则是曲剧界本科学历演
员中唯一一对双胞胎。

21岁的高玉明、高玉慧出生在
商丘市宁陵县。姐姐高玉明比妹妹
高玉慧大 15 分钟。由于她俩长得
水灵，又喜欢唱戏，在她们 11 岁时
家人就把她们送到了商丘戏校学
习，一学就是 5年。2009年，她们进
入省曲剧团，这两个一心想好好唱
戏的丫头有了充足的养分和绽放的
平台。高玉慧对记者说，在省里学
戏很艰苦，而且危机感、紧迫感特别
强，几天不练功就在老师和同事们
面前露怯。“这种环境特别有利于学
本事，我们都很喜欢这种氛围。”姐

姐高玉明插话说。
离开家乡的姐妹二人感情笃

深，不仅经常在一起练功、演戏，生
活上也是对方的保姆。如果一个人
取得了成绩，另外一个也特别高
兴。由于二人长得十分相似，经常
闹出很多笑话。直到现在，很多曲
剧团的人依然分不清她们俩。

作为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
玲的再传弟子，主攻花旦的高玉明和
主攻闺门旦的高玉慧觉得，考上本科
班为老师争了光，也为自己争取到一
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她们说，能在中
国戏曲学院接受更专业的指导是她
们梦寐以求的事儿。现在美梦成真，
唯有努力才能不留遗憾。

面对社会上诸多诱惑以及戏曲
不景气的现状，两个年轻女孩儿并
不在意。高玉明说：“我觉得现在的
生活挺好，我从事着我最喜欢的工
作，很知足。”高玉慧则在一旁用力
点头。

马上要去北京上大学了，两人
对未来充满憧憬。谈到毕业后的打
算，两人坚定地说：“当然是回到省
曲剧团，成为更好的演员，把曲剧唱
得更美更响！”④4

曲剧“姐妹花”考上本科班，高玉明、高玉慧：

要把曲剧唱得更响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讯（记者王晓欣）如果说 7月份的电影
市场上郭敬明的《小时代 3》和韩寒的《后会无
期》两部青春片是热门，那么 8月份国产电影的
主角要让位给《白发魔女之明月天国》《四大名捕
3》等 5部国产武侠片了。此外，从 8月下旬开始，

《驯龙高手 2》《敢死队 3》等进口大片开始发力。
8月 1日，范冰冰和黄晓明主演、改编自梁

羽生经典原著的《白发魔女之明月天国》上映。
影片讲述了明朝万历年间，刚刚被推举为武当
派新任掌门的卓一航奉命带红丸入京进贡，沿
途偶遇魔教妖女练霓裳的故事。

8月 7日上映的《绣春刀》虽然只有张震一
个大牌，但悬念重重的原创故事、精湛酷炫的兵
器设计，相当吸引男性观众。

8月 22日上映的《四大名捕 3》延续前两部
的原班人马，是《四大名捕》系列三部曲的最后
一部，剧情承接《四大名捕 2》，讲述了一个精彩
的故事：四大名捕合力救出诸葛正我，跟安云山
终极对决，众人面对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挑战。

8月中下旬，进口片陆续登场。8月 14日上
映的《驯龙高手 2》着重讲述小嗝嗝如何驯服没牙
仔的故事，这绝对不是一部仅仅献给孩子们的动
画片，也许每个人都能从小嗝嗝身上看到自己成
长的轨迹。在 8月 15日上映的《敢死队 3》中，史
泰龙饰演的巴尼将率领队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猩球崛起：黎明之战》将于8月29日上映，
导演马特·里夫斯透露，这部电影以猿族的视角切
入，打破了好莱坞影片经典的正邪模式。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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