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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 悦）11 月 11 日，2014-2015
全国女排联赛将展开第二轮的争夺，首轮客场力
擒天津女排的河南鑫苑女排，这次将在漯河主场
迎战拥有两名高水平外援的北京女排，这对于她
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上 赛 季 联 赛 的 第 七 以 及 多 名 老 队 员 的 退
役，让长期在中国排坛占有一席之地的北京女
排有些失落，为了尽快走出低谷，她们选择引进
高水平外援同时辅以年轻队员这样的速成方
法。首轮比赛，土洋结合的北京女排展现出了
不俗的实力，客场作战的她们居然零封辽宁女
排赢得开门红，其中土耳其外援塞拉首局一人就
独得 8 分，打垮了辽宁的防守体系，25∶17、25∶23
和 25∶20 的三局比分也表明北京队的胜利来得
多么轻松。

北京队超强的二次进攻能力将是主场作战的
河南队必须重视的地方，除此之外，小将蔡晓晴能
否延续自己出色的状态也将是河南女排能否主场
获胜的关键。④11

全国女排联赛

河南主场战北京

11月 5日，体彩超级大乐透 14130期开奖，全
国共爆出 3注头奖，虽然没能出现亿元巨奖，但连
续多期都有千万巨奖诞生，相信大乐透的火热必
将持续。开奖后，奖池金滚存至 10.47亿元，再刷
两项纪录——大乐透奖池最高纪录及中国彩市奖
池最高纪录。

大乐透 14130 期开奖号码为：前区，“02、18、
31、32、33”；后区，“ 05、07”。前区号码分布前轻
后重，“0”路号码及“1”字头号码各开出 1 个，“2”
字头号码空缺，而之前脚冷的“3”字头大号此次全
面爆发，出现罕见的“3”字头大号三连码。

当期三注头奖分落江西、江苏、海南，每注基
本奖金 983 万元，其中海南的头奖采取了追加投
注，多得 589万元。

大乐透奖池成功迈进 10亿元大关后，彩民和
媒体同行都在期盼着再出震撼性巨奖。虽然
14130期未能出现亿元大奖，但从连续三期过 2亿
元的销量上就能够看出，高涨的奖池已然引发彩
民对大乐透的关注及投入，相信随着彩民的购买
热情暴涨，再出巨奖并不遥远。④11

（丰佳佳）

体彩乐园

再爆 3注一等奖

大乐透奖池超10亿元

据新华社 11月 10 日电 一年一
度的“光棍节”再次强势来袭，影市也再
起波澜。前后一周内，共有 10 多部影
片上映，其明显特点是国产爱情片对阵
好莱坞科幻片。

接 连 两 年 在“ 光 棍 节 档 期 ”出 师
不利的国产电影，今年的主打依然是
爱情片。其中“双 11”当天便有《求爱
大作战》《单身男女 2》两部爱情主题
影片上映，《撒娇女人最好命》进行点
映 。 而 在 此 之 前 的 11 月 7 日 ，已 有

《潜龙风云》《拆散专家》《露水红颜》
《找个高富帅》等多部同类型影片先
期上映。

面对众多同类型影片扎堆上线，
要想在千片一面的影片堆里让观众

认出来，恐怕必须靠明星“刷脸”了。
《拆散专家》由黄圣依当家，《潜龙风
云》是蔡卓妍领衔，《撒娇女人最好命》
由周迅主演，《露水红颜》里刘亦菲则
和韩国演员郑智薰“遇见爱情”，《单身
男女 2》除上一部中的古天乐、高圆圆
和吴彦祖外又加入了周渝民和杨千嬅
助阵。

面对国产影片的扎堆出击，好莱坞
影片则以科幻为主旋律。正在上映的

《超体》《移动迷宫》《忍者神龟：变种时
代》都是此类型。12日上映的《星际穿
越》或将让整个档期达到高潮，本片是
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继《盗梦空间》后
时隔 4 年的新作，由马修·麦康纳及安
妮·海瑟薇联袂主演。④4

“光棍节档期”来袭

国国产产爱情爱情VSVS好莱坞科幻好莱坞科幻

《求爱大作战》海报《星际穿越》海报

新华社华盛顿11月9日电 洛杉矶湖
人队9日主场以107∶92击败夏洛特黄蜂队，
本赛季NBA开局五连败后终尝胜利滋味。

拜伦·斯科特拿到了执教湖人队以来
的首胜。“我想这或许让整座城市都感觉
很棒。”他说。科比和林书豪本场各自收
获 21分，布泽尔拿下 16分，林书豪还贡献
了 7次助攻。

经历了赛季初密集的赛程后，湖人得
到了四天的休息时间，本场比赛卷土重
来。虽然包括科比、林书豪在内的湖人主
力都斗志昂扬，但湖人队本场开局并不顺
利，比赛前五分钟里仅投中一球，黄蜂队
在上半场结束时还以 51∶42领先。

不过半场休息回来后，湖人队的面貌
焕然一新。林书豪在第三节开始后用一
记三分球拉开了进攻的序幕，布泽尔连取
8 分，并用一记跳投为湖人队以 61∶59 首
次取得领先。湖人队在本节打出 34∶13，
一举扭转上半场的颓势。

比赛最后两分钟，湖人队换上全替补
阵容，主场观众兴奋地庆祝着本赛季的首
场胜利。④11

林书豪 21分 7助攻

湖人五连败后
迎来赛季首胜

林书豪本场状态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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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孟向东 李 悦）
201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9日在湖
北黄石结束。这是每年一度的全国
最高水平的乒乓球赛事，包括奥运
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所有高
手都参加了比赛。河南队也尽遣主
力阵容出战，从成绩来看是喜忧参
半，忧大于喜。

河南队令人可喜的是女选手水
平有所提升，多年来第一次获得奖
牌。目前在国家二队效力的袁雪娇
和山东队员杨艳梅合作，获得了女
子双打亚军，考虑到冠军是世界冠
军组合丁宁、刘诗雯，袁雪娇的这个
亚军含金量十足。19 岁的袁雪娇
还和队友郑诗畅、赵雪、姚俊羽携手
杀入女团前八，遗憾的是在八进四
的比赛中，她们输给了丁宁领衔的
北京队，与四强无缘。在女单比赛
中，袁雪娇和郑诗畅也都进入了前
16名。

男队的情况则令人担忧。虽然
目前河南有两名运动员在国家队集
训，但都没有太出彩的表现，近几年
出成绩的希望还要寄托在和八一队
联合培养的周雨身上。遗憾的是周
雨在去年全运会爆发了一阵子以后
又陷入了低迷，几次参加国际比赛
都没有太好的表现，亚运会团体比
赛虽然获得了金牌，但显然沾了马
龙、张继科他们的光，因为几场关键
比赛他始终就没有上场，参加混双
比赛也没有获得奖牌。这次锦标赛
团体决赛正是因为他连丢两分，才
导致八一输给上海而丢冠；单打比
赛，他没有进入前四名，和阎安配对
的男双也在半决赛中输给了马龙、
张继科。从现在情况看，周雨不但
未能赶上马龙、张继科、许昕，还被
比他年龄更小的樊振东甩下一大
截，参加巴西奥运会的希望已经完
全破灭。④11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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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 洋）第九届中
国文联文艺评论奖颁奖典礼暨第
七届当代中国文艺论坛 11月 5日在
江苏苏州举行。我省孟会祥的《书
法直言》获著作类二等奖，谭静波的

《程 婴 救 孤锻 造 出 崭 新 的 豫 剧
“哀派”艺术》、王思琦的《“谁的好声
音”？——由中国好声音看中国流
行音乐的审美取向及其他》获文章类
二等奖。在 20部获奖著作中，《书法
直言》是唯一一部书法评论著作。

此次活动由中国文联主办。中
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在颁
奖典礼上说，希望广大文艺评论工
作者树立起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

敢于直面问题、善于客观批评、勤于
学习思辨的职业精神，杜绝无原则
吹捧和恶意贬损，真正做到激浊扬
清、褒优贬劣，不断提高文艺评论的
公信力、战斗力、说服力。

两年一届的中国文联文艺评论
奖设立于 2000 年，是由中国文联主
办的全国文艺评论最高奖，涵盖文
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书法、曲
艺、舞蹈、民间文艺、摄影、杂技、电
视共 12个艺术门类。

颁奖典礼结束后，第七届当代
中国文艺论坛举办，专家学者围绕

“新形势下文艺评论的责任与作为”
作了主旨演讲。④4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11 月 10
日，河南奥斯卡院线曼哈顿影城举办
了影片《天河》的媒体看片会，并邀请
片中人物原型和移民代表来到看片
会现场。“我流着眼泪看完全片，仿佛
又回到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日日
夜夜之中。”片中江浩的原型、南水北
调方城段 6标段项目经理陈建国说。

《天河》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
设为背景，通过李幼斌饰演的董望
川、俞鸿饰演的周晓丹以及段奕宏
饰演的江浩等几个主要人物和两个
家庭的命运，讲述了南水北调工程
建设、移民搬迁和河水治污等重要
环节中惊心动魄的感人故事。

该片由黄宏编剧，八一厂著名导

演宁海强和沈东联合执导。影片以
水利工程师董望川为切入点，展现了
南水北调工程中从决策团队、一线工
程建设者到沿线移民的整体风貌。
该片通过写实不失浪漫、轻松不失震
撼、明快不失深沉的手法，让观众对
这项伟大工程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主演李幼斌表示，《天河》和其他
献礼性影片相比更扎根现实，是一部
有代表性的“中国好故事”影片。

我省一位看完电影的移民代表
说：“《天河》真实反映了我们移民的
生活状况，其中迁坟那段故事就发
生在我们村子里。”

据悉，该片将于 11 月 15 日起在
我省各大影院上映。④4

本报讯（记者刘 洋）11月 7日，
由省文学院、省诗歌学会、广东省传统
文化促进会禅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的
李诚禅诗研讨会在省文学院举行。

来自省内外的作家、诗人、评论
家对李诚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寻根意
识、宗教意识尤其是禅学意识、古典
韵味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解读，对其
诗歌艺术给予充分肯定。与会专家

认为，李诚长期致力于文学艺术、武
术理论和佛教禅学的研究与写作，又
曾皈依少林素喜大师门下，他创作的
诗歌字字珠玑、禅意立显，多部专著
以及古体诗集丰富了诗歌的种类。

今年 69岁的李诚曾任郑州市武
协秘书长，现任世界汉诗协会副会
长兼禅诗研究委员会主任、世界华
人文化传承协会顾问。④4

本报讯 （记者刘 洋）“不到现
场，真的难以相信这些漂亮的毛笔字
出自 10 岁小学生之手。”11 月 8 日，

“首届郑州市少儿书法大赛”优秀作
品展在郑州当代艺术馆开幕，带着孩
子前来参观的家长李文静赞叹地说。

为期 6 天的展览由岳修武少儿
书法奖励基金资助并发起，共青团
郑州市委、郑州市教育局、郑州市文
联、郑州慈善总会联合举办。

据了解，大赛吸引了全市近千

名少儿书法爱好者参加，其中年龄
最大的 15 岁，最小的 6 岁。著名书
法家岳修武、钟海涛、王晨等担任评
委。展出的作品囊括真、草、篆、隶、
行等各类书体，充分显示了郑州市
少儿书法的水平。

大赛组委会表示，希望通过比
赛激发全市少年儿童爱汉字、好书
法的热情和风气，弘扬优秀民族传
统文化，引导学生们感受汉字和书
法的魅力。④4

卫冕冠军尤文图斯队9日在意甲
联赛中以 7∶0 狂胜帕尔马队，创造了
球队近 31 年以来的最大赢球纪录。

“老妇人”上次狂灌对手七球，还是在
1983年 12月，当时他们以 7∶0击败阿

斯科利队。本场洛伦特、特维斯和莫
拉塔三人都上演了“梅开二度”，利希
施泰纳也打入一粒精彩进球。图为
尤文图斯队员庆祝胜利。④11

新华社发

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颁奖

我省一部著作两篇文章获奖

《天河》“流到”郑州

参禅悟道作禅诗

省内外专家热议李诚禅诗

“首届郑州市少儿书法大赛”优秀作品展开幕

七球狂七球狂灌帕尔马灌帕尔马

尤文图尤文图斯创斯创3131年来最大赢球纪录年来最大赢球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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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一分正气。庄严宣誓
“勤政廉政 为民务实”、设立廉政
监督台、月底机关大会逐一述职、
年 底 汇 总 得 出 勤 政 廉 政 考 评 分
数。二是减一分贪欲。开展纠正
征地拆迁中有损群众利益行为、清
理纠正党员干部私自从事盈利性
活动等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三

是乘两袖清风。学习焦裕禄等先
进典型，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
严格做到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
人要实。四是除万千杂念。组织
党员干部观看正反面廉政教育影
片，深刻剖析案件，用身边的事教
育身边的人。

(邓琦 周中芳）

近日，许昌长葛市司法局以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抓手，要求全
体人员迅速行动起来，以学促干，
以干促学，让法制观念扎根全市人
民头脑，具体做法：一、针对不同人
群的特点和学法需求，分别进行法
制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学法、
守法、用法、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

靠法的良好环境；二、坚持依法治
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
法治化水平；三、不断完善法律援
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健全
司法求助体系；四、加强行业性、专
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
解调、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
作体系，建立“三条联动”工作机
制。 （杨超）

为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成果，进一步落实“两个责任”，
规范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根据上级检
察机关要求，长垣县检察院预防部门
积极推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告知
卡”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监督卡”制
度，进一步拓展检务公开的渠道和内
容，为推动预防工作社会化和规范化
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建 立“ 预 防 职 务 犯 罪 工 作 告 知
卡”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监督卡”并

用制度，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推进预防工
作规范化，加强预防队伍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的重要举措，是积极参与

“增强党性、严守纪律、廉洁从政”专
题教育活动的具体体现，该制度规定
预防部门在开展对外预防工作时，必
须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告知卡”和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监督卡”一并送
交给预防工作对象，并提醒、督促预
防工作对象按要求填写。对反馈的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监督卡”要逐一
研究。尤其对所反映的问题要及时
进行调查核实，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处
理，确属违法违纪的，应依照有关规
定严肃追究，绝不姑息包庇。对调查
处理的情况应酌情向预防工作对象
反馈。同时定期对预防工作对象的
反馈意见进行汇总分析，为进一步健
全预防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水平提供
参考。

（李宗江）

辉县市司法局全力打造社区矫正“辉县品牌”

长垣检察院积极推行预防工作“两卡”制度

鹤壁山城区鹿楼办事处多举措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长葛司法局让法制观念扎根市民头脑

自 9月 1日起，6年以内非营运轿车（含大型轿车）、非营
运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7座及 7座以上车辆除外）
免检新政正式实施。为了让车主了解免检政策，快速领到检
验标志，长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提醒广大车主注
意以下事项：

1、带齐手续。申领时需处理完交通违法及交通事故，并
带齐相关手续：机动车行驶证（正、副本）、交强险保险单（必
须在有效期内）、车船税纳税或免税证明、机动车所有人身份
证复印件。

2、领取检验标志，要在行驶证副本到期前三个月内办
理。交警部门发现，有些机动车虽然符合免检条件，但未在
规定时间领取机动车免检标志。比如，2012年 10月注册登
记的私家车，行驶证副本上的有效期为 10月，车主必须在 8
月、9月、10月 3个月内申领。如果逾期未检，车辆上路属违
法行为，交警部门可依法查处。

3、申请检验标志无需缴费。最近，交警部门发现，由于
不少车主对新政不了解，一些前来申领检验标志的车主会花
钱请“二道贩子”来代替车主本人办理申领手续。交警部门
提醒，申领检验标志完全是免费的，广大车主只要带齐相关
手续，就能轻松办理申领检验标志，无需花冤枉钱请“二道贩
子”代为办理，一旦发现车主与申领者本人不符，将不予办理。

2分钟年检标志就能拿到手在新乡市率先启动社区矫正工
作,率先使用 GPS 手机终端,率先建立
社区矫正信息监控平台……辉县市社
区矫正工作开展以来，辉县市司法局
丰富管教形式，落实管控措施，全力打
造社区矫正“辉县品牌”，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社区矫正“15 字”工作方针。
评必全：完善、规范和统一拟适用社区
矫正社会调查评估工作的内容和流
程，将其规范总结为：个人、家庭及社

会关系、邻居（同事）、被害人、村委会
“五方”评估机制。管必严：依据《辉县
市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一定三动”动态
管理百分考核办法》，按季度对社区矫
正服刑人员确定严管、普管、宽管的管
理类别进行动态管理。氓必教：对社
区矫正服刑人员坚持“授人以渔”的工
作原则，协调多个部门，重点对“三无”
(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无业可就)人员
开展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创业帮扶

等。堵必疏：从思想上、心理上对社区
矫正对象进行教育，并聘请经验丰富
的心理医生“坐诊”，随时为社区服刑
人员提供心理咨询、心理调适和心理
疏导。困必扶：对家庭特别困难的社
区矫正人员采取矫正日记、代理代办、
扶贫帮带帮扶法。截至目前，全市累
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516 人，开展审
前调查评估 441人次，帮助社区矫正服
刑人员代理代办事项80余件。（吕酉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