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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悦）为备战 2015年加拿大女足世界
杯，中国足协于 11月 15日再次下发了女足国家队的征召
令，在这份 32人的集训大名单中，河南女足有 3名队员入
选，这也是近两年来河南队入选国家一队最多的一届。

这 3名河南队员分别是娄佳惠、雷佳慧以及买盼盼，
前两名队员以往都是国字号征召的常客，只有买盼盼属
于彻彻底底的新人，没有任何国少、国青经历的她，凭借
今年联赛的出色表现一步登天，初次身披国字号战袍就
跻身国家女足一队。“买盼盼这名队员很有特点，1米 8多
的身高并不影响她的转身和脚下灵活度。作为目前河南
队中最高的球员，她除了能打中后卫之外，在攻坚时也会
被推到中锋的位置。”在得知自己麾下又有一名队员入选
国家集训队后，河南女足主教练门文峰并不感到吃惊，在
他看来，有身高又灵活，作风顽强并且还具备不俗的头球
能力，从联赛中脱颖而出的买盼盼被国家队选中也是顺
理成章。不过门文峰也表示，虽然 23岁的买盼盼是目前
国家队后卫线急需的后卫类型，但要想跻身最后的 23人
大名单依然难度不小，这次前往国家队集训，就当一次难
得的锻炼了。

据了解，这次女足国家队的集训时间从 11月 18日至
12月 23日，除了在广州进行备战之外，球队还将前往巴
西参加当地举行的“四国女足邀请赛”。④11

本报讯（记者李 悦）11月 17日，由建业俱乐部鼎力
支持、郑州新闻广播参与组织的“感恩中国行——河南
站”残疾人公益旅游活动正式启动。10余名残疾人士在
建业球员杨阔、张帅以及球迷、企业代表球迷等爱心人士
的陪同下免费游览了中原福塔，登上 99层观景台一瞰郑
州全景。

作为河南体育的一张名片，建业足球俱乐部多年来积
极致力于全省的公益活动，曾多次组织残障人士、留守儿
童以及孤儿等需要关怀的群体走进航海体育场观看比
赛。在本次活动中，建业球员杨阔也表示，作为一名年轻
球员能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他在将一个签名
足球赠送给残疾人代表的同时，也邀请他们前来观看中超
2015赛季的主场比赛。对于建业球员的关心，残疾人代表
牛瑞接过足球并送出了“祝球队越来越好”的祝福。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策划方之一中国轮椅天使公益
项目还将在 11月 30日晚举行“大爱中原，国际残疾人日”
慈善晚宴，他们也呼吁希望能有更多爱心人士关心和帮
助残疾人。④11

仿佛是飞奔道路上的一个“嘴
啃泥”，又像是黑暗中遭遇突如其
来的迎头痛击，总之，中国围棋队
昨天在 LG 杯中就遇到了这样的沉
重打击。

许多人一脸茫然：不但日本围
棋早已是穷途日暮，就是韩国也是
江河日下，去年的 6项大赛冠军不都
归于中国棋手名下吗？怎么这次败
得如此之惨？是偶然现象还是噩梦
重现？

单论结果，4场中韩之争一边倒
确属偶然，就像去年 6冠皆归于我一
样。但从 4对棋手的交手记录来看，
又是必然：陈耀烨此前和朴廷桓是
12比 12，但最近是三连败，明显不在
调子；柁嘉熹对金志锡是三连败，这
次依然无计可施；范廷钰面对 1 胜 5
负的苦手、“毒蛇”崔哲翰，也无力翻
盘。谢尔豪的对手朴永训已低迷数
年，但这位前世界冠军偏偏在最近
满血复活，刚刚获得了韩国“名人”，
其势正炽，年轻的谢小朋友焉有胜
机？

在被韩国围棋压制 10 多年后，
中国在 2006年左右开始和韩国分庭
抗礼，靠的是常昊、孔杰和古力的日
渐成熟，间或罗洗河的鬼魅一击。

此后，韩国曹熏铉、刘昌赫、李昌镐
等江郎才尽，而中国队大批 90 后棋
手强势崛起，肆虐多年的韩流暂时
被压制，但韩国的中坚力量并没有
受到根本性损失，以李世石为首，辅
以朴廷桓、金志锡、崔哲翰、元晟臻、
朴永训、姜东润等悍将，依然具备和
中国棋手掰手腕的实力。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没
几年。此前像日本六超、中国聂马
曹刘、韩国曹李师徒那样能独霸棋
坛数十年的局面已成为绝唱，中国
队的更新换代之快更是让人瞠目结
舌，现在别说接近不惑之年的七小
龙，33岁的古力都江河日下了，现在
当打之年的都是 90 后甚至 95 后。
近几年的世界冠军中，生于 1989 年
12 月的陈耀烨竟然成了老大哥，连
95 后的芈昱廷和范廷钰都有了世
界冠军头衔，他们和朴文垚、时越、
江维杰等组成了庞大的“一冠群”，
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获得第二个冠军
头衔。

“一冠群”的极度膨胀说明中国
人才众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缺
乏领军人物，“东方不亮西方亮”的
潜台词也可以理解为没有中流砥
柱。特别是抗韩能力最强的时越在

内战中被陈耀烨挤出八强后，中国
队就一败涂地了。另外一个被忽视
的原因是，韩国也开始借鉴中国队
的成功模式，组建常年国家队，开始
集体研究，其主教练就是世界上第
一个全冠王、“玉面杀手”刘昌赫，这
次的 LG 杯大捷就是初步成果，相信
他们以后会如法炮制。

不过，从世界围棋的发展大趋
势上看，这次惨败来得正是时候，值
得为这次输掉底裤的失败叫好。因
为这可以让中国围棋界有些发热
的脑子清醒一下，不但继续抓好普
及 ，更 要 加 大 领 军 人 物 的 培 养 力
度，力争早日涌现出新的“李昌镐”、

“古力”，才能重新占据世界围棋之
巅。④11

第 19 届 LG
杯世界棋王赛八
强战 11 月 17 日在
韩国进行。包括 3
位世界冠军在内
的 4 位 中 国 棋 手
悉数败北，无缘四
强。这是继 2005
年韩国棋手包揽
第 18 届富士通杯
四 强 后 ，韩 国 围
棋再次实现世界
大 赛 四 强 的 包
揽。图为包揽四
强的四位韩国棋
手。④11（文 综）

本报讯 （记者刘 洋）2014 年
度人民文学奖 11月 15日揭晓，我省
诗人马新朝、作家邵丽获奖。我省
也成为本年度人民文学奖唯一的两
人同时获奖的省份。

这是我省著名诗人马新朝首次
获得人民文学奖。他凭借由 10 首
诗组成的组诗《中原诗志》征服了评
委会。评委会如此评价他的作品：

“细数中原乡村的人与事，缅怀古老
土地上的景与物，简朴而老辣的笔
锋，近乎删减到极致的修辞，表达了
一种近乎哀歌的抒情。”马新朝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组诗歌集中
笔墨书写了自己眼中、心中的中原，
运用现代和传统相结合的手法，写
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原人的
生存状况，展示了数千年来形成的
中原人文精神。

作为省作协副主席，邵丽的“挂
职系列小说”一直拥有很高人气，此
次获奖的中篇小说《第四十圈》也是
以她在基层挂职锻炼期间的所见所

闻为素材创作而成的。小说将一宗
离奇案件和几年后“我”对其的调查
穿插闪回，为读者讲述了一出神秘
的“罗生门”。邵丽对记者说：“这部
作品从文本到写作技巧都比此前的
创作有较大改变，尤其是采取明暗
虚实两条线进行叙述，是我的一次
突破。”这部 4万多字的小说是评奖
中少有的满票通过的作品。

人民文学奖是一项重要的全国
性文学奖项。除了马新朝和邵丽，
刘醒龙的《蟠虺》和严歌苓的《妈阁
是座城》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畀愚的

《新记》获优秀中篇小说奖；优秀短
篇小说奖由朱文颖的《凝视玛丽娜》
和向祚铁的《幸运儿和他的朋友》获
得；汗漫的《妇科病区，或一种艺术》
和帕蒂古丽的《被语言争夺的舌头》
获优秀散文奖；吉狄马加的《我，雪
豹》获诗歌奖。今年的特别奖颁给
了老诗人李瑛的《抒怀六章》。新增
设的翻译奖授予了约书亚·戴尔和
埃莉诺·古德曼。④4

本报讯（记者刘 洋 实习生康
亚飞）美丽的海南岛，漂亮的女导
游，是否会有故事发生？ 11 月 16
日，河南籍作家赵瑜携最新长篇小
说《女导游》来到郑州中原图书大
厦，与读者分享了难忘的创作历程。

《女导游》今年 9月由河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我国第一部
全景描述“女导游”这个职业的情感
生活及职业生涯的长篇小说，它再
现了“60 后”、“70 后”、“80 后”三代
女导游的职业秘密、情感密码与生
存体悟。该书也是赵瑜继《小闲事：
恋爱中的鲁迅》《海瑞官场笔记》之
后的最新长篇力作。

“披着旅游的外衣，解男女的风
情”是作家赵卡对《女导游》的 评
价，赵瑜也承认“这的确是一部披
着导游外衣的爱情小说”。书中展
现了“60后”的婚姻破产、“70后”找

到温暖爱情、“80后”爱情在漂泊这
样三代女性的感情生活，通过她们
的各自成长环境塑造了三个爱情生
态观念不同的现状，这三代人也几
乎是中国当下的爱情的当事人。“就
像书的封面上写的那样，爱与故事，
很多都发生在路上。大胆去爱吧。”
赵瑜说。

除了内容令人好奇，《女导游》
静美灵动的文字和独特的结构也引
人入胜。该书每一章节均是独立的
故事，而各个章节之间又有推进与
勾连。他认为，小说的形式感很重
要，好的形式感让本来平常的小说
情节有了曲折感。

赵瑜，1976 年生于河南兰考，
现居海南海口。他是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 ，海南《天涯》杂志编辑部副主
任，代表作有《小闲事》、《小忧伤》、

《小荒唐 》等。④4

女足再发征召令
河南贡献三金花

关爱残疾人
建业在行动

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揭晓

我省马新朝邵丽获奖

携《女导游》来郑与读者见面，河南籍作家赵瑜：

这是一部披着导游外衣
的爱情小说

本栏目由建业（中国）
住宅集团特约刊登

河南省好新闻名专栏

为 LG杯惨败叫好
□令狐一刀

美丽乡村——温县陈家沟村

温县陈家沟是中国太极拳发源地。
陈家沟，是赵堡镇的一个行政村，

人口 2800多人，村民小组 10个。位于
县城东 5 公里处的清风岭上，南邻黄
河，南水北调渠穿村而过。陈家沟原名
常阳村，明洪武年间，山西泽州人陈卜
迁至该村，因村中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深
沟，遂陈氏人丁繁衍，村名变更为陈家
沟。明末清初，陈氏第九世陈王廷，依
据祖传拳术，博采众家之长，汇集《易
经》太极阴阳之理、中医经络学说、道家
导引吐纳等，创编了一种内外兼修、柔
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拳术——陈

式太极拳。经 300 余年传承，形成了
陈、杨、武、吴、孙、和等太极拳流派。目
前，太极拳已在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
为传播，习练者达 3亿人之多。太极拳
已成为连接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
语言、不同国家、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意
识形态的人民和谐共处的重要纽带，正
成为“世界第一健身品牌”。

1978年 11月 16日，邓小平同志题
词“太极拳好”。太极拳是极富中国传
统民族特色元素的文化形态，集颐养性
情、强身健体、技击对抗等多种功能为
一体，是高层次的人体文化。太极拳习

练者针对意、气、形、神的锻炼，非常符
合人体生理和心理的要求，对人类个体
身心健康以及人类群体的和谐共处，有
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2006 年，陈氏太极拳被列入首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2007
年，陈家沟被中国武协、民协命名为“中
国武术太极拳发源地”、“中国太极拳发
源地”和“中国太极拳文化研究基地”。
目前，陈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有陈小
旺、王西安、陈正雷、朱天才等，2012
年，陈小旺入选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
化年度十大人物。

陈家沟是体验太极拳根文化的圣
地。

当您来到陈家沟，随处可见学拳练
拳的身影，“上至哼哼（指老年人），下至
能能（指小孩子）。”当地人流传着谚语

“喝喝陈沟水，都会翘翘腿”、“会不会，
金刚大捣碓”。

当您参观太极拳祖祠和太极拳博
物馆时，会因太极拳的历史和传奇而崇
拜，会因太极拳的博大精深而叹服，会
因太极拳的神奇功能而向往。

当您走进东沟，看到青砖砌成的练
武台、小桥流水，似乎穿越了时光隧道，
感觉到东沟以往的神秘、静谧，以及练
拳人的执着、整个村庄的和谐。

当您信步陈家沟，清风岭上岭下，
家庭武馆或大或小，各具特色，国外友

人，各色人种，一招一式，一丝不苟。
当您走进杨露禅学拳处，您会钦佩

一代宗师的包容，他们对太极拳的贡
献，是让太极拳走出了陈家沟，让太极
拳造福于全人类。

近年来，央视“乡约”栏目、“百山百
川行”栏目、“体育人间”栏目以及“武林
大会”等，先后走进了陈家沟。一系列由
太极拳爱好者自主创作的弘扬太极拳的
影视、雕塑、舞剧、动漫等作品应运而生。

围绕“立国家项目、申世界遗产、做
国际品牌”的目标，做好“根、拳、养生”
三篇文章，努力建设好太极拳发源地，
打造出永远的陈家沟，让陈家沟更像陈
家沟，让人们“记得住乡愁”，是温县坚
持的发展理念。

在规划编制上，完成了陈家沟太极
拳文化旅游区《总体规划》、《土地规
划》、《产业规划》、《引水规划》等，规划
面积 30平方公里。按照传承、弘扬、养
生、功夫、产业五大功能区设计，开展对
太极拳全方位多层次的挖掘、整理、推
广，描绘出了陈家沟世界太极拳文化圣
地的蓝图。

在基础设施上，一是形成了文化旅
游区东有长兴大街、南有沿黄大道、西
有子夏大街、北有太极大道、文化区有
王廷大街的便捷交通网络，新建的停车
场已经投用。二是实施了王廷大街、沿
黄大道、南水北调渠三大绿化工程，实
施了老蟒河改造工程，让陈家沟能够看

得见清澈宽广的河水。三是实施了景
区提升工程，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视
频监控、治安、医疗、公厕、电子门票系
统等，今年 6 月份，陈家沟景区获批国
家 4A 级景区。同时，正在实施自来水
厂、污水处理厂、供排水管网、天然气管
网、移动信息网“五网”建设。

在陈家沟村庄建设上，与北京绿十

字机构合作，按照信阳郝堂村的模式，
对陈家沟老村改造进行了规划设计，目
前规划设计方案已完成。

在服务设施上，太极文化国际旅游
养生基地项目一期工程演武厅、王庭酒
店、王廷文化广场已建成投用。2014
年，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全国武术太极
拳公开赛已在这里举办。

——高端服务业发展方面。
通过引进高端的经营主体，瞄准高

端市场，打造高端服务。围绕社会地位
高、经济收入高、生活品位高的消费群，
创意设计新的旅游产品，开发出高端的
太极拳教育、太极拳总部经济、太极拳
休闲旅游、太极拳医疗保健、太极文化
娱乐、太极拳节庆联谊赛事研讨活动等
服务业。

目前，在项目建设上，总投资 23亿
元，占地 3400 余亩的太极文化国际旅
游养生基地二期项目正在编制规划，包
括养生基地、太极大学和医院，项目建
成后，将形成集养生、健身、医疗、度假、
休闲为一体的旅游产品。由河南省文
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36 亿元，占
地 1000 亩的太极文化生态园项目，建
设内容包括陈家沟古村复建、河洛古
镇、太极养生小镇三个部分，规划利用
太极拳、怀药、温泉三大核心优势，将陈

家沟打造成一个以中式养生为特色的
写生、写作、休闲、旅游、养生、影视拍摄
目的地。目前，已完成投资 2800万元，
总规、详规已完成，一期启动区施工设
计正在编制，项目地温泉井已打 1290
米并试水。

此外，在拟建项目上，由深圳大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21亿元的上医
养生馆、太极大学和四大怀药观光农业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太极体验、中医理
疗、有机食品食用、现代农业观光等，目
前项目选址已确定。

——乡村旅游产品方面。
1.河洛文化观光。陈家沟正处于

河洛汇流处，是河洛文化的核心区。“天
下太极出河洛”。河洛汇流，是一种自
然现象。黄河水浊，洛河水清，两河交
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清浊分明、相互
交融变化的旋涡，形如天然太极图。相
传这里是伏羲悟太极、画八卦的地方。

2.滩区农业体验。陈家沟村南是
黄河滩区。黄河湿地，飞鸟翔集；生态
林地，郁郁葱葱；黄河渔场，一望无垠；
6000 亩薄皮核桃基地和四大怀药基
地。可以参与农事、采摘、垂钓等体验。

3.学拳体验。可以进行短期的养
生功体验学习和太极十八式体验学习，
也可以进行长期的太极拳套路学习。

4.农家体验。拥有众多的家庭武
馆，住农家小院，吃农家饭菜。特色小
吃有赵堡丸子、豆腐宴、混粉、羊肉夹
馍、小车牛肉等。

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热忱恭候您
的光临。在这里，您可以入住家庭武
馆，可以下榻王庭酒店，可以学习太极
拳，可以体验生态农业，可以休闲养生，
可以游览太极拳祖祠、祖林、中国太极
拳博物馆、陈照丕陵园、河洛汇流处，让
您身临其境地感受美丽乡村陈家沟的
独特韵味。 （温县旅游局）

发展现状

旅游产品

基本情况 太极拳文化氛围浓厚

太极拳博物馆太极拳博物馆

种山药种山药

太极拳文化园太极拳文化园

东沟晨练东沟晨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