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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⑧

作为河南书坛的领军人物之
一，省文联副主席、省书协主席宋
华平最近很忙。他不是忙着创作
新作品，而是忙着参加省文联下
基层活动，向基层书法爱好者传
授多年来书海扬帆的心得。12 月
8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宋华平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最多
的字眼是“人民”，指明了文艺工
作 者 坚 持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根 本 方
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下
去。

宋华平宗法王铎，博观约取，
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书风。在进行
书协工作、组织各项活动时他也
不断推陈出新，被誉为“书协这台
巨大机器上的润滑剂，出色的行
政管理者和优秀当家人”。他说，
河南书法由弱到强，经过几代人
的 努 力 与 拼 搏 ，终 于 使“ 中 原 书
风”风靡全国。书法事业的可持
续发展，要动员、依靠全社会的力
量，回想近 30 年的发展，河南书法
什么时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人
民创作的正确方向，河南书法就
进步，反之则退步、徘徊。因此，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恩人福星，
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在 一 大 批 河 南 书 法 耕 耘 者 、
守望者的共同努力下，一支团结、和
谐、有实力的书法创作队伍铸就了

“书法大省”这一文化品牌。踩在巨
人的肩膀上，宋华平把河南“从书法
大省到书法强省”视作自己不容推
卸的使命。他认为，带动全省书法
工作者、爱好者共同进步，发现和培
养更多的书法人才是河南书法繁荣
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在他的倡
议下，省书协启动了书法人才系统
工程，重视少儿书法教育和中青年
书法家的培养，并在举办展览、比
赛、研讨等活动的基础上，创造性地
创办书法函授院，设立书法奖励基
金、书法助学金等，形成一套完整、
高效、灵活多样的艺术事业运作机
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

宋华平强调书法工作者也要
下基层。他说：“书法艺术的繁荣
发展不是靠书法家在书阁里临帖
写出来的，而是在火热的生活中淬
炼出来的。”在他的带动下，省书协
组织广大书法家进社区、进乡村、
进校园、进军营、进工地，让书法艺
术进入“寻常百姓家”，也让书法家
们在基层收获灵感。“精品是书法
家的立身之本，只有为人民而书，
才能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
民，也能使自己的艺术生涯获得新
生。”他说。④4

为人民而书
——访省书协主席宋华平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讯（记者李 悦）12月
10日，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
南省足球协会、河南足球事业
发展基金会承办的“鑫融基”
2014建业足球年度颁奖典礼暨

《寻找中国足球的未来》首播仪
式在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礼堂
举行。经过评选，在上赛季保
级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建业外
援桑科，当选 2014年度河南足
球的最佳球员（MVP）。

桑科的当选可谓是实至名
归，上个赛季在建业进攻不利的
情况下，要不是桑科领衔的后防
线顶住了各路豪强的进攻，建业
早就失去了保级的主动权。联
赛最后一轮，在北京国安长达70
多分钟的围攻下，建业能最终拿
下保级的关键一分，除了全队的
努力外，桑科更是居功至伟。另
外，本次颁奖典礼上，在联赛中
表现优异的张璐、韩锋等球员也
有所收获，建业一线队还获得了

“最佳团队奖”的荣誉称号。
除了建业的一线球员外，

2014 河南足球年度颁奖典礼
也没有忘了河南足球的未来。

在 2014 年取得优异成绩的建
业 U15、U14 梯队，收获了“希
望之队”的赞誉。三位多年来
一直扎根基层、培养大量足球
苗子的基层校园足球教练宋建
春（郑上路小学）、陈燕明（开封
禹王台区实验小学）、李真（许
昌毓秀路小学）获得了“育苗
奖”；来自 U15、U14 梯队的韩
东、陈克强获得“希望之星”奖。

此外，借着这一难得的机
会，河南足球事业发展基金会
还举行了大型全国公益足球梦
想秀《寻找中国足球的未来》首
播仪式。目前，这个由河南足
球事业发展基金会倾力打造的
节目第一期制作完毕，将陆续
在 CCTV12 频道，网易体育等
媒体电视台播出。之后，将会
继续推出第二季、第三季，借此
不断地寻找和发掘培养更多的
足球苗子。

颁奖典礼上，河南建业五
人制足球队还举行了出征仪
式，这支拥有双职业背景的球
队将以全华班阵容出征新赛季
全国五甲联赛。④11

颁奖盛典建业球员获奖名录
1.建业射手王：张璐；2.建业门神：韩锋；3.建业铁卫：

顾操；4.胡总特别奖：唐德超；5.新锐人物奖：毕津浩；6.最
佳新人奖：杨阔；7.MVP：桑科；8.金鑫价值球员：马科斯

建业梯队近年来取得的成绩
2014 年，由河南足球事业发展基金会资助的郑州中

学建业 U15队，获得全国 U15青少年男子足球联赛冠军。
郑州85中建业U14队获得2014年全国U14锦标赛冠军。

2014河南足球年度颁奖典礼

铁卫桑科当选MVP

链接

桑科

“‘60后’有《中国合伙人》，‘70
后’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90后’有《小时代》，但还没有一部
电影集中展现‘80 后’的青春和爱
情。《匆匆那年》正是‘80后’的青春
圣经”。12 月 11 日，应河南奥斯卡
院线的邀请，电影《匆匆那年》导演
张一白携主创彭于晏、张子萱来到
郑州与影迷见面，张一白如此介绍
这部影片。

《匆匆那年》讲述了彭于晏饰
演的陈寻和倪妮饰演的方茴跨越
15 年的青春与爱情故事。作为一
名“60 后”导演，张一白之所以决
定面对这个“应该在更年轻的时
候拍的东西”，是因为“没几个剧
本 可 以 让 人 读 到 梗 概 就 感 慨 流
泪”。张一白认为，这部影片之所
以受到影迷的欢迎，不仅在于小
说原著已经深入人心，更在于在
这个故事里大家可以感受到成长
的疼痛和挣扎，这正是电影最想
展现给观众的东西。

虽然是“60后”，但张一白并不
“落伍”。他说：“现在年轻人喜欢的
那些网络语言、流行词、新东西，我

比剧组的演员还先知道”
张一白称赞彭于晏“很敬业”：

“ 为了《激战》练肌肉，为了《黄飞鸿
之英雄有梦》练武打，这次又为了

《匆匆那年》苦练吉他。”
32 岁的彭于晏表示扮嫩演高

中生毫无压力。他说：“《匆匆那年》
就是我的故事，我和陈寻很像”。电
影中，陈寻向方茴表白的方式是在
教室黑板上偷偷写下“方茴喜欢陈
寻”，彭于晏坦言自己高中时也通过
写纸条、画画的方式追女生。

该片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
电影还未上映便火遍大江南北。张
一白表示：“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主
题曲那么简单，它是电影非常重要
的一个组成部分，词作者林夕也是
在看了这个故事后被打动，所以才
有了跟电影如此契合的歌词。大家
认真听便可以发现，这首歌就是电
影梗概。”

从模特转型做演员的张子萱在
片中扮演方茴的闺蜜林嘉茉。她说
参演《匆匆那年》自己收获很大，尤
其是和张一白导演的合作，令她对
演员这一职业有了新的认知。

据悉，该片自上映以来票房已
经突破 3亿元。④4

12月 10日晚，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 14145 期开奖，全国共爆出一等
奖两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开奖
过后，奖池金滚存至 13.21亿元。

第 14145 期开奖号码为；前区
“15、19、22、24、26”，后 区“10、
11”。前区奇偶比为 2 比 3，偶数稍
占优势，且开出“22、24、26”偶数跳
号三连号，5 个开奖号码集中分布
在“1”字头及“2”字头区域，“0”路
小号及“3”字头大号集体跷班。后
区也有连号开出，出现“10、11”两
大组合。

数据显示，当期两注 1000万元
大奖分别被江苏彩民及内蒙古彩
民斩获。

江苏的中奖彩民采取“7+2”复
式投注方式，总花费 42元即命中头
奖。除一等奖外，该彩民还中得 10

注三等奖及 10 注四等奖。总奖金
1009 万多元。稍有遗憾的是这位
幸运彩民没有采取追加投注，错过
了 600万元追加奖金。

内蒙古的中奖彩票则是一张投
注金额 6元的单式票。其中一组号
码命中头奖，幸运揽得 1000 万元。
与江苏的千万大奖得主一样，这位
彩民也没有采取追加投注，错失 600
万元追加奖金。④11(丰佳佳)

大乐透奖池突破13亿元

张一白谈《匆匆那年》：

这是“80后”的青春圣经

□本报记者 王晓欣

张一白（右）和彭于晏。

本报讯 （记者刘 洋）我省作
家青青的《落红记——萧红的青
春往事》近期出版以来，已经成为
我国读书界的一个令人注目的看
点。12 月 11 日，河南日报社、河
南省文学院主办，济源市委宣传
部承办的“作家和他的时代暨《落
红记》研讨会”在济源市举行。

青青本名王小萍，现任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驻济源记者站站
长，是河南诗歌学会副秘书长，先
后出版《白露为霜——一个人的
二十四节气》、《小桃红》、《采蓝》
等多部文学作品。《落红记——萧
红的青春往事》是她历时 7年，走
访了萧红漂泊流浪过的十几个城
市倾心创作出的一部萧红传记。
该书出版后，出版界将其誉为“采
用最新披露的萧红史料和萧红研
究成果的才女传记”、“国内唯一
配有精美手绘萧红文化地图的有

趣传记”、“一本与萧红身世性情
相近的女记者近距离逼近萧红的
感性之作”。

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主持
了研讨会，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
总编辑肖建中与来自省内外的文
学评论家、作家和萧红研究家鲁
枢元、李佩甫、耿占春、艾云、刘先
琴、单占生、李静宜、章海宁、袁培
力、朱自奋、张鲜明、张爱萍、冯
杰、张延文等，高度评价了青青严
谨的创作态度，并对她在传记文
学方面的创新，以及在语言方面
所显现出来的卓越才华给予了高
度评价。

著名文艺理论家、鲁迅文学
奖获得者鲁枢元从文艺批评学
的专业角度，从传主与传者之间
的关系、史实与诗情的关系、性
爱与文学的关系切入，深入探讨
了传记文学写作中必须解决好

的一些关系，充分肯定了《落红
记》一书在传者与传主的深度情
感契合、诗性表达等方面所呈现

出来的独特价值。他特别强调
了青青以全新的视角，在坚实有
力的史料基础之上显现出文本

的开放性和创造性，认为这是一
部厚重、丰蕴而又灵动、超拔的
书。同时，他也真诚地指出作者
在人性的深层开掘上需要加强
力度等问题。

著名文学评论家艾云，对青
青“贴着人物去写”的创作态度给
予高度评价，特别赞赏她在写作
中的“在场”状态。认为她的写作
真正是做到了“心到手到”，她的
词语是朴素的、敞亮的，很好地写
出了人物的命运，也很好地揭示
了人性。她指出，从这部作品中，
我们能够听到灵魂的声音，所以
其中的人物看似遥远，实则离我
们心灵很近。

萧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章海
宁说，青青喜爱植物，与土地亲
近，心性自由，这些都与萧红心性
相近，她用游走的方式来追寻萧
红漂泊心路，探寻萧红的童年经

历如何影响生活与创作等方面，
这在萧红传记中是非常独特的。

与会评论家一致认为，《落
红记——萧红的青春往事》一书
能给人以丰富的审美愉悦，其诗
性的语言和自由的表达，以及扣
人心弦的情节线索和开阔的文
化视野都是其显著特色。本书
文 字 饱 含 感 情 ，风 格 自 由 而 灵
动，把萧红与自我互相映照着写
作，是一部开放性、创新性的传
记，融散文、传记、论文、随笔诸
文体于一体，非常灵动。作者透
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尘，与萧
红心心相印并进行着心灵的对
话，让萧红在文字里重新焕发出
勃勃生机。这是一种以个人话
语方式进行的文学史叙事，材料
扎实，文本新颖，且充盈着浓浓
诗意，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传记文
学作品。④4

青青倾情写萧红 名家争说《落红记》

本报讯（记者程 梁 通讯员宋艳丽）没有
华丽的演播厅，没有名角大腕，站在舞台上的
演员们也不专业，但是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
汇聚在这里，观众达上千人，一点也不逊于人
们常见的晚会。12月 4日，首届汤阴网络春
晚海选在该县五陵镇闫庄村文化广场拉开帷
幕。12 月 9 日，春晚海选以 614 条帖子的关
注度跃居“汤阴在线”网站头条。

按照计划，首届汤阴网络春晚将在汤阴
县 10个乡镇打造 10场草根联欢晚会。每台
晚会为每个乡镇量身定做，从演员、观众及节
目形式、内容均凸显乡镇特色，突出全民参与
和大众娱乐性，通过农民演员原汁原味的现
场表演和网络视频的点击播出，给网民奉献
一道展现汤阴新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娱乐大
餐。发动社会资源、牵头策划春晚的县委宣
传部期望通过网络平台创新传播方式，弘扬
主旋律，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

该县五陵镇的申秀叶等选手纷纷表示：
“网络春晚给了我们一展身手的好机会。全
镇十几个代表队一起比赛，还真是长见识！
如果这次没选上，我们准备再编排节目，冲击
下一场海选。”④4

本报讯（记者刘 洋）12月 10日，一件精
美的红官窑瓷器“领头羊”由河南省收藏家协
会捐给河南博物院，拉开了“河南省收藏家协
会 20周年收藏成果展”的大幕。

此次展览将在河南博物院展出 3 天，共
分为图片展、著作展和藏品展。最引人瞩目
的藏品展涵盖了书画、瓷器、钱币、像章、连环
画、珠宝、紫砂等近 20个门类，其中包括明清
时期的“劳模”像章、延安时期珍贵的根据地
纸币等稀有藏品。

省收藏家协会秘书长付建州表示，目前
全省的收藏爱好者达百万人之多，但收藏不
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门学问。此次展览是
我省收藏界的一次集中检阅，让观众大饱眼
福的同时，也给收藏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和学
习的平台。④4

我省收藏界家底大检阅

汤阴兴起平民网络春晚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12 月 11 日，本赛
季中国男排联赛展开第八轮争夺。河南天
冠男排做客北京，挑战小组“领头羊”北京
男排。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河南男排虽
然 2∶3输掉了比赛，但输球不输阵，为现场观
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在已经战罢的前七轮中，作为卫冕冠军
的北京男排保持全胜战绩，位列Ⅰ组积分榜
榜首，展示出了绝对实力。本赛季河南男排
与北京男排曾有一次交手，虽然主场作战，
但还是完败给了对手。因此，赛前，河南男
排将此次比赛任务确定为“锻炼队伍，增长
经验”。或许是取胜无望，出于保护目的，在
上轮对阵浙江男排的比赛复出的崔建军并
未出战。

首局比赛中，河南男排队员轻松上阵，精
神状态颇佳，攻防两端均有出色表现。相反，
北京男排显得措手不及，进入状态比较慢，两
队比分交替上升，河南男排绝大多数时间都
保持领先，并始终占据比赛的上风，最终以
26∶24 拿下首局。第二局，河南男排继续保
持良好状态，以 28∶26再胜一局。

第三局，北京男排及时调整状态，加强进
攻和拦网，开始展现出实力上的优势，而河南
男排在北京男排的反扑之下，经验不足的问
题显现出来，失误增多，北京男排以 25∶16的
绝对优势取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第四局，河
南男排及时调整了策略，用防守带动进攻，比
分一直被河南男排紧咬不放。最终北京男排
连续拿下两个关键球，25∶23 再胜一局。第
五局，河南男排未能顶住对手的强大攻势，最
终以 11∶15败下阵来。

赛后，河南男排主教练梁杰表示，面对
强手，队员们敢打敢拼，表现令人满意，比
赛完全达到了“锻炼队伍，增长经验”的意
图。④11

客场挑战北京

河南男排输球不输阵

新华社吉隆坡12月11日
电 2015 年亚洲足球冠军联
赛小组赛抽签仪式 11日在吉
隆坡举行，获得正赛资格的中
超广州恒大队和山东鲁能队分
别与卫冕冠军西悉尼流浪者和
韩国球队全北现代分到一组。

2015 年亚冠联赛，中国
获得两个正赛名额和两个附
加赛名额。2014中超冠军广
州恒大和足协杯冠军山东鲁
能直接进入小组赛，联赛亚军
北京国安和季军广州富力需
要先参加附加赛。

山东鲁能被分在 E组，同

组的球队包括韩国联赛冠军
全北现代、越南联赛冠军平阳
队和资格赛的胜者球队（有可
能是日本球队鹿岛鹿角队或
柏太阳神队）。

对于山东鲁能的分组结
果，该队领队刘敬伟表示基本
满意。他说，山东鲁能最低目
标是从小组出线。

广州恒大队则被分在 H
组，同组球队包括卫冕冠军西
悉尼流浪者、日本职业联赛球
队浦和红钻或鹿岛鹿角和资
格赛胜者（有可能是韩国联赛
球队首尔 FC）。

北京国安队如果能够通
过资格赛第三轮，那么将进入
G组，同组包括澳超球队布里
斯班狮吼、韩国球队水原三星
和日本球队山形山神或浦和
红钻。国安领队魏克兴说，无
论对手是谁，国安都将全力以
赴，积极备战，从资格赛开始，
争取打好每一场比赛。

广州富力赛程更为艰难，
需从资格赛第二轮打起，要连
闯两关方可进入正赛。富力
在资格赛第三轮的对手是澳
超劲旅中央海岸水手，如果富
力成功晋级正赛，将会进入 F

组，同组的有日本球队大阪钢
巴、韩国球队城南 FC 和泰国
球队武里南联队。

2015赛季亚冠联赛将于明
年2月4日正式开打，32支球队
分东亚区和西亚区两个大区抽
签，每个大区共 4个小组，每小
组4支球队，每队都将与同组其
他 3支球队进行主客场两回合
比赛，小组赛结束后积分排名
前两位的球队将进入16强。

16 强决出后，亚足联将
再次进行对阵抽签，最后的决
赛两回合比赛时间为 2015年
11月 7日和 11月 21日。④11

亚冠联赛小组赛抽签

恒大要斗西悉尼 鲁能遇全北现代

新华社伦敦 12 月 10 日
电 欧冠联赛 10日结束了小
组赛的争夺，16强全部产生。

拜仁慕尼黑尽管早已锁
定 E组榜首位置，但仍然在主
场以 3∶0 击败莫斯科中央陆
军，也保证了罗马队名列小
组第三，获得了参加欧联杯
的资格。E 组的曼城在生死
之战中 2∶0击败罗马，以 E组

第二名身份晋级。
F组比赛中，主场作战的

巴塞罗那必须获胜才能名列榜
首，但伊布却率先为“大巴黎”
进球。随后巴萨的“南美三叉
戟”火力全开，梅西接苏亚雷斯
传中将比分扳平，紧接着内马
尔禁区外一记绝妙的右脚弧线
球破门，下半场第 77分钟，苏
亚雷斯为巴萨攻入第三球，助

巴萨完成逆转，两队携手出线。
稳获 G 组第一的切尔西

在斯坦福桥球场以 3∶1 击败
了里斯本竞技队，也让沙尔
克 04队获得了同组另外一个
出线名额。这也意味着本赛
季参加欧冠的 4 支德国球队
全部进入 16强。

H组比赛中，提前锁定小
组头名的波尔图队以替补阵

容出场，最后 1∶1战平乌克兰
的顿涅茨克矿工队，10 年内
第六次杀入欧冠 16强。顿涅
茨克矿工名列小组第二，同
样获得出线权。

前一天出线的 8 支球队
是：A组：马德里竞技、尤文图
斯；B 组：皇马、巴塞尔；C 组：
摩纳哥、勒沃库森；D组：多特
蒙德、阿森纳。④11

欧冠欧冠1616强全部产生强全部产生

苏亚雷斯苏亚雷斯（（右右））一进球一助功一进球一助功，，为巴萨取胜立下头功为巴萨取胜立下头功。。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