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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 悦）在亚洲赛场，
提起韩国球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们作风顽强、拼抢凶狠，但在 2 月 10 日
河南建业与韩国仁川联队的一场热身赛
中，建业强烈的求胜欲和积极的逼抢让
韩国球队都犯了怵，最终仁川联队在两
人先后受伤下场的情况下，这场热身赛
还未过半就以 0∶0 草草结束。

作为韩国 K 联赛的一支劲旅，成立时
间不长的仁川联队虽然还没有一个冠军
头衔，但实力不俗的他们也经常在联赛
里扮演强队“狙击者”的角色，过去几年，仁
川联队也经常作为热身赛的对手，与广州
恒大、青岛中能等中国球队交过手。对于
这场热身赛，建业主教练贾秀全寄予了厚

望，毕竟这是球队今年集训以来所遇到的
最强对手，一场堪称势均力敌的热身赛也
能检验出球队此前训练的成效到底如何。

以最强阵容出战的建业，从比赛一开
始就很好地贯彻了老贾积极拼抢、快速传
接的战术要求，以戈麦斯为新核心的后防
线也没有给对手什么破门机会。一心求
胜的建业队员几乎是每球必争，在与买提
江的一次头球拼抢中，对方今年刚刚引进
的外援更是被撞了一个头破血流。激烈
的场面，让一贯以强硬著称的韩国球队也
犯了怵，随着第 40分钟仁川联队门将在和
肖智相撞受伤后，对手提前终止了比赛，
热身赛的意外结束，让建业原本打算下半
场检验进攻套路的设想成为泡影。④11

2 月 9 日晚，豫剧《全家福》大幕落下，演
员盛红林走下省人民会堂的舞台，卸下脸上
的装扮，换上平日的衣服，在笔记本上写下

“第 50 场演出”的字样。“这部戏已在全省巡
演近 4 个月，我跟随这部戏走遍了全省 18 个
地市，越演越受教育。”盛红林对记者说。

作为一名长期在全省基层演出的豫剧
名演员，此次《全家福》的巡演还是令盛红林
感到意外不少，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观众对
这部戏都怀着一种敬意。“这不是我猜的，而
是很多观众给我们反馈的。”盛红林说，“演
出过程中几乎没有观众走动，也没有观众
鼓掌，大家都在安静地欣赏。演出结束后，
观众都是自发地起立鼓掌。很多基层干部
对我说，起初是以完成任务的心态来看戏，
但越看越觉得这部戏给内心带来了强大的
震撼。现在很多地市要求我们在年后加
演。”

《全家福》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在盛红林
看来，是因为该剧没有板起面孔教训人，而
是用艺术的手法让人看到了贪腐带给国家、
家庭和个人的灾难和伤痛。“该剧有着深厚
的生活基础，很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官员能够
出人头地，身后都有一家子人在为他做奉
献，期待他光宗耀祖。但成功之后的失足将

会使所有希望和成就变为泡影，这种感同身
受的剧情让很多干部感受到极大的冲击。”
盛红林说。

无论是《朝阳沟》里的栓保，还是《风雨
故园》中的鲁迅，盛红林在舞台上一直以积
极向上、阳光正气的形象示人，此次在《全家
福》中扮演一个贪腐分子，让盛红林纠结了
很久。但随着演出的深入，盛红林越来越感
到能够塑造不同性格、身份的角色十分过
瘾。“我没有把韩英杰当作十恶不赦的坏人
胚子来演，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去表现，找出他滑入深渊的原因。韩英杰是
孝子、慈父、好丈夫，还是很有魄力的领导干
部，但他也是经受不住金钱、美色诱惑的干
部。但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我们党没有退
路，功是功，过是过，这样才能对腐败罪行敲
响振聋发聩的警钟，带给观众深深的思索。”
他说。

在结束郑州的演出后，盛红林还要随剧
组奔赴开封、许昌等地演出。对于演好这部

“反贪腐”好教材，盛红林觉得责任重大。他
说：“作为艺术工作者，有义务也有责任通过
艺术手段来为反腐倡廉工作作贡献，让廉政
教育直击心灵，用艺术作品告诉大家，要想
拥有和谐美满的全家福，就不要丧失道德底
线，不要触碰法律红线，要堂堂正正地做
人。”④4

豫剧《全家福》主演盛红林：

廉政教育需要直击心灵
□本报记者 刘 洋

《全家福》剧照

建业凶猛 韩国球队也犯怵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万达
集团牵头三家知名机构及盈方管理
层，战胜 11 家来自全球的竞争对
手，以 10.5 亿欧元成功并购总部位
于瑞士的盈方体育传媒集团（简称
盈方）100％股权，其中万达集团控
股 68.2％。10 日，万达与盈方在京
正式签约，万达由此一跃成为世界
体育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并购不仅对
企业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国家做
大文化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足
球和冰雪运动有积极作用。盈方
在国际体育界影响巨大，也将在
中国申办冬奥会或者未来申办足
球世界杯等重大国际赛事中发挥
积极作用。

据介绍，盈方是全球第二大体
育市场营销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
体育媒体制作及转播公司之一，其
CEO 菲利普·布拉特是国际足联主
席布拉特的侄子，该公司所拥有版
权的媒体转播涵盖 25 个体育项目，
在足球和冬季运动领域全球排名第
一。盈方在足球领域的合作涉及国
际性组织（如国际足联）、国家足协

（如德国足协、意大利足协）、联赛、
俱乐部等多个层级；盈方与冬季奥
运会 7 个大项的体育组织保持长期
合作；在夏季运动方面盈方也拥有
丰富的权益资源，其中包括中国男
子篮球联赛（CBA）的市场及媒体版
权。据悉，盈方 2014 年收入超过 8
亿欧元，并已合同锁定未来几年的
相当部分业绩。④11

“中国神剪”、被联合
国 授 予“ 民 间 工 艺 美 术
家”称号的禹州剪纸艺术
家徐光豫经过长达一年
多的精心创作，日前完成
新 作《中 国 梦·羊 年 吉
祥》。徐光豫说，近年来禹
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多年
的污水沟变成了一泓碧
水，昔日的垃圾场如今林
木苍翠。受此感染，他创作了《中国梦·
羊年吉祥》，希望人们在天蓝、水清、景
美的环境里幸福生活，感受中国传统的
福气、禄气、寿气、喜气、财气。该作品
由羊、祥云、莲花、鲜花野草、流水祥

云、太阳、喜鹊、和平鸽、燕子、蝴蝶、蜜
蜂、元宝、文字、国歌五线谱等组成，内
容丰富、制作精细、寓意深刻，方寸之
中气象万千。④4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吴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刘 洋）2 月 10
日，在河北沙河市新落成的一幢大
楼里，刚刚成立的沙河豫剧团（沙河
市艺海演艺有限责任公司）的演员
们正在紧张地排练。团长刘永生感
慨地说：“从河南搬到河北，唱的还
是熟悉的豫剧腔。”

刘永生曾于 2011年拿出多年积
蓄在郑州成立了大河剧团，并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此次率原大河剧团
全体班底奔赴河北沙河市成立沙河
豫剧团，他说，一是因为沙河的老百
姓都爱听豫剧，有着深厚的豫剧基
础；二是沙河市为了招来“金凤凰”，
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再加上当地政

府多次邀约，他才下决心走出河南。
据刘永生介绍，目前该剧团的办

公大楼及附属设施已全部建成并投入
使用，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15亩，排
练演出大厅、器材仓库、餐厅、宿舍楼
设施完备，配套齐全。“我们团共有演
职人员50多名，演员平均年龄24岁，
是一支富有青春气息的豫剧专业演出
队伍，会在沙河市打下豫剧的一片天
地。”刘永生信心满满地说。

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豫剧院院
长李树建说：“在省外成立豫剧团，对
豫剧事业来说是一件好事。天下豫剧
一家亲，无论在何处，豫剧人应当互帮
互助，促进豫剧事业繁荣发展。”④4

万达10亿欧元牵头并购盈方体育

沙河豫剧团成立
豫剧省外又发新枝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2 月 9 日，中国
排协官网正式公布了中国男排新一期的
26 人集训大名单。河南天冠队的李渊博
和韩添伊、张哲嘉、刘向东等一批新秀被谢
国臣招入麾下，而多名老将暂时无须报到。

与 2014 年国家男排大名单相比，本期
名单可以说“新鲜味”十足，但用“大换血”
来形容这份名单则有些过，“在个别位置上
补充新鲜血液”应该是主帅谢国臣的主要
目的。此外，崔建军、初辉、梁春龙等一干
老将暂不用赴北京报到，暂留各队修养静
待召唤则是一个很贴心的安排，因为中国
男排去年一年基本都未摆脱“伤兵满营”的
状态，直接影响了在世锦赛、亚运会上的表
现，所以这样的安排也可以理解为让老将

们好好歇歇。当然，好钢是要用在刀刃上
的，这些留在各队的实力悍将，技术成熟，
比赛经验丰富，随时“空降”出战并非难事。

本次，河南天冠男排向国家队输送了
三名队员，除了暂时不用报到的崔建军，焦
帅和李渊博都要如期赶到国家体育总局参
与 集 训 。 崔 建 军 有 伤 在 身 ，几 乎 缺 席
2014-2015 整个联赛，尚需恢复调整。二
传手焦帅目前是省队绝对主力队员，在国
家队也占有一席之地。而这次新入选的李
渊博这两年成长很快，去年入选了国青，联
赛表现突出。谢国臣曾表扬李渊博定点拦
网不错，是棵好苗子，他在倒数第二场联赛
中手指骨折，不过伤势已经基本痊愈，不会
影响 3 月份开始的集训。④11

河南三将 入选男排大名单

洛阳的名片 世界的龙门
龙 门 官 网 ︰ www.lmsk.cn

●“喜羊羊”优惠票
2015年 2月 18日—24日活动期间，凡在

“羊年”（阳历 1955年 2月 24日至 1956年 2月
11 日；1967 年 2 月 9 日至 1968 年 1 月 29 日；
1979 年 1 月 28 日至 1980 年 2 月 15 日；1991
年 2月 15日至 1992年 2月 3日；2003年 2月 1
日至 2004 年 1 月 21 日）出生的游客，凭本人
身份证及户口本原件，可享受门票半价优
惠，即每张 60元。

●“阖家团圆龙门游”组合票
2015年 2月 18日—24日活动期间，一次

性购买成人有效全票价 6张以上（含 6张，不
含孩童、老年及其他优惠票），可享受优惠票
价每张 100元。

●“孝心之旅”优惠票
2015年 2月 18日—24日活动期间，凡陪

同一名 60岁以上（含 60岁）老人游龙门石窟，
除老人可享受门票免票外（凭身份证），随行
家人可享受优惠票价每张 100元（限 2人）。

龙门佛缘 春节团圆

春 节 请 到 龙 门 石 窟 迎 春 纳 福
2月 18日-24日，龙门石窟将推出系列春节文化旅游活动

今春龙门格外美
2015 年，龙门石窟围绕打造

“洛阳文化示范区的窗口和名片、
中原文化的符号和标志、中国石刻
艺术的最高峰”这一目标，制订了
以“美丽龙门”为主题的“2015 龙
门石窟文化旅游年”宣传营销方
案，计划在全年不同季节、传统节
日、社会公益日、法定长假等时段，
开展 20余项文化旅游宣传活动。

新年伊始，龙门石窟就相继
启动了“我与龙门的故事”征文活
动、“寻找龙门石窟最美的石刻雕
像”手机拍活动和“高铁带你游龙
门”3 项专题活动，吸引了众多游
客参与，收到良好效果。通过创
新传承历史文化及文化与旅游的
互动宣传，龙门石窟景区接待游
客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增长。

在春节黄金周来临之际，龙
门石窟以“美丽龙门·迎春纳福”
为主题，计划在春节期间开展“龙
门佛缘·春节团圆”、“春节孝为
先·陪着父母来过年”、“高铁带你
春节游龙门”等一系列文化旅游
宣传活动（详情附后）。

龙门园区负责人表示，本次
活动旨在进一步展示龙门石窟的
历史文化魅力，创新春节文化旅
游载体，满足广大游客求吉祥、迎
喜庆、盼如意、谋幸福、望平安、圆
梦想的美好愿景，在龙门石窟度
过一个别样的文化年。

有了浓浓的文化味儿和年味
儿，相信今春龙门会格外美！

精心准备迎嘉宾
为让此次“美丽龙门·迎春纳

福”活动圆满完成预期目标，让游
客届时感受欢乐、吉祥、温馨、舒
适的春节气氛，近段时间，龙门石
窟景区全体工作人员也是“蛮拼
的”。

一系列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
紊地推进之中——

景区对春节期间各项活动方
案进行细化、责任到人，对有关人
员进行专题业务培训，牢固树立

“游客至上，服务第一”理念。
全面对景区各项服务设施进

行拉网式排查，彻底消除任何安
全隐患，确保正常运转。

精心筹备营造浓浓年味儿，目
前景区内已悬挂一万余盏红灯笼，
营造出了喜庆的节日气氛，同时对
环境秩序进行全面整治提升。

及早制作各种服务资料和宣
传品，高频率发布活动信息进行
宣传推广，预热春节市场。

目前，龙门石窟景区各项春
节 游 客 接 待 工 作 已 准 备 就 绪 。
2015 年 2 月 18 日—24 日（农历马
年除夕至羊年正年初六）期间，恭
迎中外游客偕家人唤亲友，欢聚
美丽龙门，感受浓浓的祥和、团
圆、美满、欢乐的年味儿，同享祥
瑞，共披福泽！

□杨玉璞 李松战

●“龙门佛缘·春节团圆”
团圆，春节的第一主题。春节团圆有着

喜上添花的意境，象征着来年和和美美、家庭
幸福、前程似锦。

春节举家到龙门石窟迎春纳福，辞旧迎新，
迎接天地新的馈赠。

春节到龙门石窟与佛结缘，向十万尊佛
表达内心最切实的情感和愿望；祈福来年吉
祥、如意、平安、富贵。

春节到龙门石窟感受春的气息。春是未
来的象征，春是新生活的开始。虔敬天地，善
待人生，让自己以一种饱满的精神来迎接新
一年。

●“龙门春节孝为先·陪着父母来过年”
百善孝为先。值此万家团圆之时，龙门

景区以“春节孝为先·陪着父母来过年”为切
入点，唤起游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感，并以

“孝心游”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高铁带你春节游龙门”——春节特别

优惠活动
2015 年 2 月 18 日—24 日活动期间，游客

凭本人 7 日内抵达河南境内各高铁站（点）的
有效高铁（动车）车票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可
享受龙门石窟景区门票优惠，优惠后价格为
每张 100元。

活动期间，旅行社所带高铁团队，门票执
行同价（不再累计带团人数）。

活动期间景区票价
优惠办法

“美丽龙门·迎春纳福”
活动内容

在中国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龙门石窟景区以“美丽龙门·迎春纳福”为主题，精心扮
靓景区、开展多项优惠活动喜迎嘉宾。今年春节的龙门
石窟景区将处处张灯结彩，显得格外喜庆，浓浓的年味
儿，一定会让广大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美满、团圆
的新春佳节。

龙门石窟景区内，喜迎新春的大红灯笼已经高高挂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