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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程 梁）为期 3 天
的河南省第一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负责人培训班 12
月 20 日在开封结束，130 多名负责人
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班由省文化厅举办，培训
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条例》解读以及非遗保护中心的职责和
任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申报基本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
保护资金申报、使用和管理要求的讲
解等。培训期间，与会代表还集体观
摩了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等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并与项目保护单位负

责人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交流。
在开班仪式上，省文化厅负责人

说，我省非遗保护工作目前仍然存在着
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包括认识不
到位、名录建设与保护工作脱节、保护
和运用关系处理不当和基本制度、内
容、队伍、阵地建设薄弱等。面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实
施后的新要求，迫切需要各地进一步
抓好基础建设，有关保护单位认真履
行好自己的职责，加强非遗保护与生
产技术的研发与改进，做好非遗衍生
品的开发，举办多种形式的展示展览
活动，提高非遗保护工作的质量。④4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徐克新
片《智取威虎山 3D》将于 12 月 24 日
上映。河南奥斯卡曼哈顿影城日前
举行了《智取威虎山 3D》媒体看片会，
不少看过影片的观众及业内人士反
映，该片呈现出了“最好的徐克”。

《智取威虎山 3D》改编自曲波小
说《林海雪原》，讲述的是一支骁勇善
战的解放军小分队与在东北山林盘
踞多年的数股土匪斗智斗勇的故事。

有观众表示，《智取威虎山 3D》之
前并没有太多令自己感兴趣的卖点，
甚至容易产生“样板戏=老旧”、“主旋
律=说教”等不佳印象。但观影之后，
以上印象已被打消，因为徐克令原著
焕发新生，“徐老怪”再次作出了突破

性的尝试和贡献。影片另一个令人惊
喜之处在于徐克在影片中加入了时尚
运动等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元素，令人
耳目一新。

演 员 的 精 彩 演 出 更 让 影 迷 称
道。如饰演座山雕的梁家辉，就有观
众表示“无论造型和表演都很超越，电
影完毕看海报才知道是他”；而饰演杨
子荣的张涵予也大受赞赏，不少观众
认为这是他“近年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角色，从造型到性格都演活了一个东
北大英雄的豪气与霸气，让人过目不
忘”；余男饰演的座山雕的女人“青莲”
是原著中没有的人物，观众表示余男
的能量在这个角色里完全爆发出来
了。④4

本报讯 （记者徐建勋 通讯员
吴仲怡）12 月 20 日下午，一个独特的
雕塑展览——“听心”追逐梦想·塑
绘心声陈幻研究生毕业成果展在郑
州市群众艺术馆开幕。

陈幻是郑州市群艺馆的一名专
业人员，三年前，她进入西安美术学
院攻读雕塑专业研究生学位，今年
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单位支持她办
一个自己的毕业成果展。

展览分为四个部分：传统粗陶的民
间艺术、形象逼真的戏剧人物、雕饰精
巧的铸铜小雕塑以及毕业论文、毕业
创作的图片展等。其中，《惊蛰》是陈
幻对传统艺术学习探索的一次成功尝

试。在吸收传统民间艺术的基础上，
该作品运用原始粗陶的艺术元素，融入
作者自身的审美理想，塑造出淳厚、朴
雅、懵懂的系列孩童形象，入选2014年
陕西省研究生优秀毕业作品展。

展览现场，作者专门赴景德镇烧
制的一批陶艺作品引来众多观展者
驻足。此系列作品将传统戏剧人物
以陶艺术为载体，将人物细腻的表情
和温婉的姿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十分
传神。据介绍，雕塑《如歌的行板》在
2008年获探索·创新全国中青年雕塑
家邀请展二等奖；《涵》入选河南省第
三届青年美术展；《伙伴》入选北京
2008奥林匹克公园雕塑设计展。④4

本报讯 （记者刘 洋）6 年前，在郑东新区拔地而起的
河南艺术中心成为我省文化地标，而它与北京保利剧院管
理有限公司的缘分也维系到了今天。12 月 22 日，在省政府
的支持下，河南艺术中心与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续
约，约期 5 年。

河南艺术中心是我省投资最多、规模最大、设计水平最
高的地标性公益文化设施，自 2008年始，开创了“企业主体、
市场运作、委托经营、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社会参与”的剧
院经营管理创新模式，为繁荣河南文化演出市场作出了积极
贡献。据统计，两家联手共引进演出 1500余场，《茶馆》、《云
南印象》、《歌舞青春》等一批高规格、有特色、大品牌的演出
项目陆续亮相，让 110 多万观众体验了文化的魅力。此外，
他们还将我省本土剧目《风中少林》、《水月洛神》、《小木偶历
险记》等推向了全国甚至世界舞台。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郭文鹏表示，实践证明，借力大型文化央企助力
河南地方文化发展这一创新举措不仅可行，而且形成了良好
的口碑，向河南省委省政府和市民递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河南艺术中心主任王仕俊表示，未来 5年，河南艺术中心
将以国际一流剧院的管理标准为依据，延续“高贵不贵、文化亲
民”的宗旨，充分发挥河南艺术中心作为河南公益文化设施的
引领作用，推出更多高质量、低票价的演出，加大公益活动力
度，让更多普通市民走近艺术，也让中原文化走向世界。④4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12 月 22 日，刚刚吃完
热腾腾的冬至饺子，河南省体操小队员们已经集结在
河南省体操中心训练馆内开始下午的训练。刘斌教练
说：“我们运动队是没有节日的，国庆节，春节还不休息
呢。现在正值冬训阶段，更是运动员打基础的时间，不
能有丝毫松懈。今年冬训体操中心提出‘抓体能、抓细
节、抓作风’，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问题，重点在体能
训练、专项训练上下功夫。”

省体操中心11月15日已拉开冬训序幕，比省体育局
的要求早了一个月。中心主任陈皓介绍，2014 年，中心
的运动成绩取得了较大突破，在 5 月份的全国体操锦
标赛上，河南两名运动员进入女子跳马决赛，表现出一
定的竞争力。在 11 月初结束的全国体操冠军赛上，刘
津茹获得女子跳马和自由操2枚金牌，成为本届比赛唯
一的“双冠王”，在一次全国大赛上获得 2枚金牌，这在
河南体操近 60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让人看到了河
南体操重新崛起的希望。④11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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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记者来到郑大体院
采访，了解到他们正要召开优秀运
动员表彰大会。大学里还会有那
么多金牌选手？深入了解的结果
让记者大吃一惊：不但奥运会网球
女双冠军孙甜甜、拳击亚军张志磊
曾经都是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在
校学生，而且他们的成功只是这座
高校协调发展的一个侧面，而且该
校靓丽的名片不止这一张。

明确定位 以武扬其名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前身是成

立 于 1958 年 的 河 南 体 育 学 院 ，
1962 年因国民经济困难而停办；
1984 年恢复创建河南省体育技术
专科学校；1992 年并入郑州大学
更名为现名并保留独立法人资

格。面对全国上千家高校的激烈
竞争，郑大体院如何准确定位，办
出 特 色 ，更 好 地 为 中 原 崛 起 服
务？经过不懈探索和研究，他们
决定依托河南得天独厚的武术资
源，打造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功
夫文化，作为弘扬中原文化的突
破口。1998 年，体院在全国武术
之乡——登封市建成登封校区，
并同期筹建武术系；2012 年，武术
系获批成为中国武术协会一级会
员单位，并获得“中国武术协会
段位考试点”资格。学院多次承
办世界传统武术节、国际少林武
术节和全国武术散打运动发展战
略研讨会，有武术理论界的“嵩山
论剑”之美誉。登封校区从 2011
年起连续 3 年承办全国最高水平

的少林拳比赛，每次都有全国几
十支代表队、近千名运动员慕名
而来；郑大体院主办的“少林与太
极”已经成为我国较有影响的武
术类杂志之一，成为我省武术界
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2008 年 5
月，学院发起成立中原武术文化
研究中心，积极开展中原武术文
化研究，2011 年，中心被授予“河
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基地”称号，这是我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基地评审以来唯一一个
传统武术文化研究性基地。

省队校办 金牌接踵至
2004 年 3 月，为探索教体结合

和省队校办的新路子，河南省体育
局决定将历史悠久、战绩辉煌的省

太极拳队交由体院承办，代表河南
参加国际国内重要比赛。省太极拳
队落户郑大体院后，学院全力营造
教学、训练、科研相互促进的良好环
境，遵循竞技体育的发展规律，注重
体育文化、体育科技与运动竞技水
平协调发展，制订了省太极拳队中
长期发展规划，明确了队伍各阶段
的目标任务，科学训练，严格管理，
同时不断学习、借鉴国内各体育院
校的办队经验，积极探索高校竞技
体育发展的途径与方法，很快就跨
入全国先进行列。优秀运动员马
建超、张振兴从建队之初涉世不深
的孩子，经过名教头乔熛等教练
10 多年的培养和磨练，已经成为
海内外知名的“太极王子”，省太极
拳队也迅速崛起成为国内的一支

劲旅，共在东亚运动会和伊朗总统
杯比赛中获得 4 枚金牌；在全运
会、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冠军赛
等全国比赛中，取得金牌 43 枚，银
牌 49枚，铜牌 41枚。同时，太极拳
队还曾代表国家赴巴西等南美三
国进行出访表演，参加我省组团赴
台湾省文化交流活动，并赴藏参加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纪念表
演，其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

除太极拳外，学校还抓了其
他专业运动队的建设。藤球队、
毽球队、健美操队等院级运动队，
在国际国内各种比赛中均取得了
优异成绩，特别是藤球队成为国
内水平最高的团队，最近连续两
届亚运会的中国队队员，均有该
校选拔产生。④11

突出“以武会友” 探索“省队校办”

郑大体院：不走寻常路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姚三强 董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