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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8 月
8 日起，由徐帆和陈建斌主演的
喜剧影片《洋妞到我家》将在河
南奥斯卡院线各大影院上映。

该片是教育题材，讲述了这
样一个故事：“怨妇型”妈妈（徐帆
饰演）为了给予女儿皮皮最好的
教育，与丈夫苏有志（陈建斌饰
演）产生隔阂。她超越家庭承受
力，请来了哥伦比亚籍互惠生娜
塔莉吃住在家，教 5 岁女儿学习
英语，由此展开了一连串故事。

徐帆和陈建斌曾在 2002 年
的热播电视剧《结婚十年》中饰
演夫妻，《洋妞到我家》让两人完

成了再合作一把的心愿。
该片由知名导演陈刚执导，

著名编剧李春利执笔，不仅影片创
意来自陈刚、李春利夫妻二人的生
活，在片中饰演皮皮的小演员也由
他们的女儿陈一诺本色出演。

该片于上月底在郑州举行了
媒体看片会，众多影迷对影片评价
不错。来自大河网的小孙说，影片
涉及了当下很多中国家庭需要面
对的现实问题，例如女孩儿是否
一定要富养、该不该移民、中年夫
妻的情感危机等问题。徐帆和陈
建斌的演技很细腻，在看似不经
意间将这些问题一一作答。④4

本报讯 （记者陈 元）2014
世界台球团体锦标赛前天在通
州落下帷幕。决赛中，由包括我
省选手刘莎莎在内的 5 名选手
组成的中国二队以 4∶2 战胜实
力强劲的菲律宾队，加冕冠军的
同 时 将 8 万 美 元 奖 金 收 入 囊
中 。 祖 籍 河 南 兰 考 的 刘 莎 莎
2014 年 与 河 南 省 台 球 协 会 签
约，代表家乡征战。

本次团体赛东道主中国共
派出两队参战，其中中国一队在

半决赛中 0∶4 不敌菲律宾队无
缘决赛。中国二队则在小组赛
中三战全胜晋级淘汰赛，淘汰赛
中又以两个 4∶0 连克瑞典队和
英国队晋级半决赛。半决赛中
面对点球绝杀德国队晋级的日
本队，中国二队稳扎稳打 4∶2 战
胜对手跻身决赛。在至关重要
的最后一场，刘莎莎搭档刘海涛
迎战艾米特和比亚多，最终 7∶5
锁定胜局。世界台球团体锦标
赛每两年举办一届。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 悦）8 月 6
日，2014 年 U20 女足世界杯将在
加拿大拉开战幕，中国青年女足
与巴西队、德国队和美国队分在
了 B 组，这个小组也被外界公认
为“死亡之组”，即便如此，小玫
瑰们本届大赛的唯一目标仍是
从小组突围，挺进八强。

中国青年女足这次出征世青
赛是由天津教练王军率队，21 名
队员中有三人来自河南女足，她们
分别是雷佳慧、董佳宝以及李梦
雨，这三人是去年全运会河南青年
女足勇夺亚军的主力成员，也是各
级国家青年女足的常客，其中雷佳
慧还多次入选中国女足成年队。

揭幕战当天，中国队首个对
手将是巴西女足，两队此前从未
有过交手记录，在赛前的新闻发
布会上，主教练王军也承认这个
对手并不好对付。王军认为，中
国队以防控和技术见长，尽管在
身体对抗上与对手有着一定差
距，但球队会利用技术和控制来
争取比赛的胜利。至于所谓的

“死亡之组”，王军表示，在世青
赛能碰到这样实力强劲的对手，
他们会珍惜这样的比赛机会。
这批队员是未来中国女足的中
坚力量，希望能通过这次大赛让
她们有所收获，并将自己最好的
一面展示出来。④11

刘莎莎领衔中国二队

夺冠世界台球团体锦标赛

河南三小花出战女足世青赛

徐帆陈建斌携手《洋妞到我家》昨天早晨，在洛阳采访斯坦科维奇
杯篮球赛的记者在下榻的酒店吃饭，看
到省体育局局长彭德胜也在，就打个招
呼端着盘子来到他的桌上，坐下以后，
才发现旁边的一个人相当面熟，仔细一
看，是专程来洛阳观摩这次比赛的国家
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话题自然从刚结
束的男篮比赛开始。

“小伙子们这次表现不错，精神面
貌好，打出了精气神，让人们看到了希
望。这几年他们在亚洲输了几场球，奥
运会也打得一塌糊涂，主要原因还是在
自身，没有搞好新老交替，队伍的团结
也不行，也没有形成全队的合力，不像
是一个团队在作战，像一盘散沙。”

肖局长正说着，一身黑色短打的主
教练宫鲁鸣抱着笔记本也来了，直接坐
在肖天的身边，开始汇报这次比赛的体

会和下一步的计划。
“我们自己认为，这次进攻打得不

错，主要问题在防守。我跟他们讲过，
进攻是靠天赋，但好的防守是练出来
的，是苦练出来的。其实各队进攻都差
不多，但要赢球还要靠防守。我们队员
防守的基本功和意识还有差距，特别是
对于无球队员的防守差距更大。”

“有些大个子往那里一站，就像电
线杆似的，跟不上对方的脚步，一晃就
过，进攻时也太实在，动作没有欺骗性，
对方从你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你想干
什么。”肖天也帮着“挑刺”。

“防守不好的关键病根在平常练得
不够，抓得不紧，抠得不细。国家队员
在地方队都是大爷，没有人能管得了他
们，练多少，怎么练，都是他们自己说了
算，特别是练防守时，由于比较枯燥，所
以有的就是小病大养，有的更是无病呻
吟，这样来到国家队还得从头再来。”宫

鲁鸣直斥“病根”。
“不但篮球，足球也是这样。拿着几

百万的年薪，心思根本就不在刻苦训练、
提高自身水平上，结果到了国家队，需要
他为国争光了，就什么都不是了。”肖天
从篮球想到足球，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说起男篮下一步的计划，宫鲁鸣说，
马上要去宁波封闭集训一段，然后和约
旦队打几次热身赛，算是为亚运会做最
后准备。肖天说今后有机会还是要和强
队多打比赛，甚至要专门“找菜”，输得越
惨越好，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自己
的差距在哪里，才能有进步的空间。

早餐完毕，肖天想出门转转，因为
他上次来洛阳还是 30 年前。宫鲁鸣则
和记者一起乘电梯回房间，准备开总结
会。记者问他下个月的仁川亚运会中
国男篮有什么目标没有，宫指导的回答
很干脆：“在亚洲，中国男篮的成绩目标
只有一个，那就是冠军！”④11

“进步挺大，问题也不少”
——肖天、宫鲁鸣谈中国男篮

□本报记者 孟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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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 月中旬开始，京城两大著
名戏曲舞台——长安大戏院、梅兰
芳大戏院被来自河南的戏曲团体牢
牢占据了 10天。由省委宣传部、省
文化厅主办，河南豫剧院、河南省京
剧艺术中心承办的“向祖国汇报
——河南省优秀舞台剧目北京展
演月”让京城戏迷感受了生旦净末
丑演尽世间百态，聆听了喜怒哀乐
忧唱尽千古风流，欣赏了中原戏曲
之花的灿烂绽放。

一次河南戏曲创作实
力的大展示

为了观看经典豫剧《程婴救
孤》，戏迷李国毅连续 3天从大兴赶
到长安大戏院。他对记者说：“一般
一个剧团在北京最多演两三场，没
想到这次河南豫剧院在一个剧场连
续上演 8台大戏，场场不同，这让我
如何取舍？”

记者注意到，每场演出开始前，
总有很多戏迷翻着节目单左右为
难。“节目太丰富了，都想看，就是时
间和身体不允许。”66岁的张阿萍说。

此次展演月的规模是我省戏
曲界近年来少有的。10 台剧目中，
既有豫剧，也有京剧；既有观众耳熟
能详的《程婴救孤》、《五世请缨》等
经典戏，也有《魏敬夫人》、《刘青
霞》、《刘伯温》等新编剧目；既有《泪
洒相思地》、《焦裕禄》等感人的文
戏，也有《破洪州》、《闹天宫》等热闹
的武戏。难怪很多京城戏曲界专家
在观看多场演出后表示，一个省能
在如此密集的时间内展示不同类型
的剧目，这在全国实属罕见，充分体
现了河南舞台艺术的创作活力和旺
盛的生命力。

全程参与此次活动的省文化
厅副厅长李霞表示，为期 10天的展
演体现了我省戏曲界的实力和水
平，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
戏曲演出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也

开了先河。

一场检验戏曲人才成
色的大战役

据不完全统计，在展演月期间，
共有7000余名观众走进剧场观看了
演出。面对京城观众挑剔的眼光，
李树建、汪荃珍、王惠、贾文龙、李金
枝等五大艺术名家以及20多位国家
一级演员用无可争议的表现博得了
满堂彩。演出期间经常掌声雷动，
叫好不断，演出完还要求加清唱。

朱旭光、吴素真等领衔的青年
才俊也不负众望，在演出中崭露头
角、大放异彩，不仅重现了“常派”、

“陈派”的韵味，也让京城的专家和
观众看到了戏曲的未来和希望。中
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说：“这些青年
演员在河南逐渐羽翼丰满，感谢他
们为更多年轻人，包括我的女儿打
开了艺术之门。”

除了演员，舞美队也接受了前
所未有的考验。由于每天演出不

同，装卸舞台必须在当晚全部完成，
平时两天装好的舞台要压缩到一天
甚至 20 个小时内装好。舞美队成
员经常是白天黑夜连轴转，熬通宵、
不吃饭是常事。

对此，河南豫剧院书记汪荃珍
说，这是河南豫剧第一次以如此庞
大的规模晋京演出。展演月就像一
次大型战役，号角吹响，每个人都只
能向前，不能后退。令人欣慰的是，
这艘“豫剧航母”上的所有人都通过
了检验，得到了锻炼。

一针助力“文明河南”
建设的兴奋剂

此次展演月的圆满成功，不仅
令京城专家和观众对“河南戏剧现
象”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也为“文明
河南”建设提供了新的内涵和思路。

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认为，
舞台艺术是“文明河南”建设中的一
支重要力量，对弘扬社会正气、构建
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潜移默化的作

用。纵观此次展演月，观众对这批
充满正能量的经典戏十分欢迎。可
以说，这次成功演出为戏曲人打了
一针兴奋剂，大家的工作劲头更足
了。下一步，河南豫剧院各个团体
都将紧锣密鼓地创作和排演新剧
目，如《全家福》、《蔡文姬》、《大江北
去》等。此外，还将举办全国性的豫
剧演员培训班，对青年团进行股份
制改造，备战全省戏剧大赛以及筹
备年底在上海举行的展演周，用各
种手段助推戏曲事业发展。

无论是戏曲事业的发展还是
“文明河南”的建设，年轻的力量不
容忽视。此次展演月尤其展现了我
省戏曲人才梯队建设的成就。河南
省京剧艺术中心主任赵丽表示，青
年演员是戏曲事业的中流砥柱，加
大对他们的投入，为他们提供展示
自我的舞台，让他们吸引更多年轻
观众走近戏曲，对整个戏曲的发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将为“文
明河南”建设凝聚年轻的力量。④4

中原戏曲之花绽放京城
□本报记者 刘 洋

一个逆流北上的企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
的春风，让广东沿海成为了中国的

“淘金”胜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
前赴后继，可也有例外，吴应汉就
是其中之一，逆流北上，在中原种
下“雅宝”的种子。

不是南下！是北上！
时至今日，每每被问及河南

雅宝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宝
家具）的最重要一次选择是什么？
发生在何时？雅宝家具董事长吴
应汉给出上述答案。

1997 年，与其他行业一样，经
过几年发酵，国内家具行业也走出
斑驳，迎来了遍地开花的黄金时
代。

当时的浙江温州也是如此，而
吴应汉也是其中的“淘金者”，其联
合其他股东投建的“雅宝”品牌，在
当地已经小有名气，但是受制于土
地紧张、供电紧张，想向上更进一
步的“愿景”已经遭遇了天花板：温
州的家具市场颓势尽显。

何去何从？是吴应汉与股东
们讨论最激烈的话题：离开温州是
必然的，并且去广东几乎成了“小
伙伴们”的一致选择。

据了解，当时的行业境遇有
句“老话”最能说明问题：全国家具
看广东。的确，广东这个中国的

“南大门”，乘改革开放的春风，在
销售渠道和周边配套上有着无可
比拟的优势，尤其是，一年两次的
国际家具家居交易会，更是充分打
开国际和国内双重市场的窗口。

“广东的确是当时的极佳选
择，但我更愿意遵循心底的创业初
心。”吴应汉表示，去一个已经趋于
成熟的市场“分一杯羹”，犹如走别
人走过的路，好日子不会太久，远
不如“开荒”实在，虽然可能遭遇荆
棘，但一旦打开局面，市场将会是
井喷式的。

于是，吴应汉果断放弃了与
合伙人南下广东，选择了一个当时
在家具行业还可谓是“蛮荒之地”

的区域——郑州，并在管城区开始
了第一个工厂：郑州市管城区雅宝
家具制造厂。

这让“小伙伴们”惊呼不已，
而吴应汉有着自己的发展思路：在
家具行业，任何一个企业需要有自
己的销售半径，以郑州为中心，600
公里范围内，都是中国极富饶的地
方，做好这个地方，就把中国很好
的一个城市群做了。

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不
可思议的选择，让“雅宝”这一品
牌开始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发芽，茁壮成长，并最终成为了河
南家具行业的“领头雁”，当然更
有“雅宝”与河南诸多不得不说的
故事。

一个强势崛起的品牌

独辟蹊径的“北上”，让最初
仅在温州当地小有名气的“雅宝”，
开始了独享河南市场“温床”的幸
福时光。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不仅
完成了“三级跳”，更一跃成为国内
家具行业的领军品牌。

“越不被看好，就越要做得更
好。”吴应汉深谙“移植”到中原的

“雅宝”的成败，将是为证明自己选
择正确的唯一标准，十分有必要为
自己的“雅宝梦”拼一把。

为了早一天让“雅宝”立身于
河南这一市场，吴应汉几乎如痴如

醉“整个人都成了家具人”：生产、
采购、销售和管理，几乎是一力全
包。

对于这段往事，吴应汉有着
这样的记忆：每晚坐 12 点钟的火
车，第二天到了另一个城市，在火
车里洗漱，直奔专卖店。布置卖
场、开会议事，一个店忙完，接着忙
下一个店。忙到晚上，马上又订火
车票、上火车，再奔赴另外的城市，
忙得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

有一个细节，不论走到哪里，
吴应汉都会随身携带一张硬纸卡
和一支笔，即便睡觉也要放在床头
柜上。做梦时梦到什么有用的点
子，便可以当即写下来，以免第二
天忘掉。

就 这 样 ，“ 雅 宝 ”的 羽 翼 渐
丰。2005 年 3 月，雅宝家具开始公
司化运作，成立了河南省雅宝家具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1000 万元，
在市场销售层面开启了加盟商及
专卖店模式，还请来了著名演员徐
帆为“雅宝”代言。

由“工厂”升级为“公司”的首
次“转身”，一下子将“雅宝”从当时
行业的野蛮生长状态中脱颖而出，
并一跃成为了河南家具业的龙头
企业。

2009 年 2 月份，雅宝家具位
于郑州金岱工业园的新工厂落成
并投产，占地规模为 260 亩，总投
资额 1.8 亿元，将雅宝带入规模化

发展阶段，并于 2011 年开始进军
实木家具行业，而且坚持每年都有
新品入市的节奏。

今年 7 月，雅宝家具（曲梁）新
厂区——郑州雅宝木业有限公司
建成投产，地处省级新密市产业集
聚区内，项目占地 180 亩，总投资
5.45 亿元。并且雅宝家具（曲梁）
新厂区的落成，一下将雅宝家具的
整体规模及生产能力比原来扩大
近 3倍之多。

值得关注的是，在雅宝家具完
成“三级跳”的嬗变过程中，各种荣
誉更是接踵而至：“中国家具行业优
秀企业”、“河南省著名商标”、“河南
之星最佳企业”、“河南省名牌产
品”、“河南省优秀民营企业”等等，
也成为雅宝家具雄踞河南家具龙
头，跻身全国家具版图，领航国内家
具行业的最有力见证。

一个领航中原的样本

从 最 初 的 几 十 人 到 如 今 的
2000 多人，从偏安一隅的小厂，到
如今拥有两大现代化工厂，从冠绝
中原再到起舞全国，雅宝家具的成
长之路已经成为众多业内企业竞
相学习的榜样。

在流行“代言”的时代，试问
谁能为河南家具业“代言”？恐怕
这一重任还非“雅宝”莫属。

一来，“雅宝”是河南板式家

具制造业整体崛起的亲历者、见证
者、领航者；二来，“雅宝”经过十多
年的“本土化”发展，已经深深植根
于河南的沃土之中，不但有了众多
追随者，更是众多业内企业竞相学
习的榜样。

据了解，在不成规模的河南
家具制造业，雅宝家具跳出北方略
显粗放的设计，以南方的工艺、理
念和郑州当地的价格，不仅打出了
知名度，更是由于它的快速发展，
推动了整个河南省家具制造上档
次、上规模的步伐及周边配套行业
的大步阔进。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雅宝家
具一年的营业额几乎是 10 年前的
10倍，品牌知名度更是国内二三线
市场的佼佼者，仅全国连锁专卖店
就多达上千家，分布在全国 20多个
省份 300个大、中型城市和地区。

如今，雅宝家具（曲梁）新厂
区慕名而来的探访者总是络绎不
绝，无论是河南本土的中小家具企
业，还是来自四川、云南甚至吴应
汉家乡浙江的家具企业，他们在实
地考察了雅宝家具新工厂之后，无
不竖起大拇指。

尤其是在参观了其产品展览
中心之后，不少人更是直言不讳地
表示，同样是木头，为啥从雅宝出
来的家具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呢，
不仅活灵活现，还让人顿生爱慕之
心，恨不得一口全套迈入，移植到

自己的家中。
原来，一直在领跑的雅宝家

具，不仅注重材料的选用、生产工
艺的改进，还十分重视设计的创
新，毕竟“缺乏设计感的家具是没
有灵魂的，这并非制造商技术上的
问题，而是缺少对生活的感悟，对
美的哲思”，这是雅宝家具所不能
接受的。

一个剑指50强的目标

对于雅宝家具来说，“三级
跳”的喜悦并没有让其感到些许轻
松，相反，成为其更上一层楼的动
力之源。

“2015 年前跃居中国家具制造
商综合实力 50 强，并成为中国名
牌产品。”对于未来，雅宝家具已经
给自己明确了新的战略目标。

事实上，基于过去十多年的行
业积淀，若按照雅宝家具目前的营
业收入来计算，“中国家具制造商
综合实力 50强”已经近在咫尺。

尽管如此，雅宝家具依旧在厉
兵秣马，从德国进口全自动喷涂设
备和全自动封边线、排孔线等织就
了诸多战术已完成战略的完美到

来。例如“补板”生产管理机制，融
入现代化管理体制。

更多的则表现在产品结构以
及 市 场 营 销 层 面 。 据 介 绍 ，自
2011 年开始进军实木家具领域以
来，雅宝家具保持着每年都有新品
上市的记录，比如“虎斑木韵”、“汇
雅轩全实木”系列。再比如，今年
7 月推出的法式新古典“法蔓丽”
系列，一上市就卖得火爆。

事实上，十分看好实木家具
市场的雅宝家具，自涉足实木家具
行业以来，便未雨绸缪，在俄罗斯
和非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市场购买
了多批次的榆木、榄仁木，以保证
货源充足，如今，这些备用实木材
料就整齐排放在雅宝家具（曲梁）
新厂区的厂房之中，“手中有粮，心
中不慌”。

此外，雅宝家具十分注重营
销层面的创新，除了近千家线下专
卖店的销售渠道，面对来势汹汹的
电子商务大潮，雅宝家具义无反顾
地加入了其中，还在天猫开设了自
己的旗舰店，仅在去年的“双十一”
活动中，雅宝家具电子商务平台便
有优秀的表现，令人侧目。

（李世顶）

雅 宝 家 具 ：中 原 家 具 的 领 航 者

一个逆流北上的温州企业，乘势河南市场的“沃土”，深耕17年实现“三级跳”的同时，更当仁不让地成为国内家具行业的领军品牌

雅宝家具（曲梁）新工厂办公大楼 雅宝家具“虎斑木韵”系列实木家具实景图

郑州市质量监督局对雅宝家具实木家具的最新抽检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