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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夏天，在刘翔一瘸一拐
地蹦到最后一个栏架前，“深情”地
亲了亲栏架，又一瘸一拐地蹦回休
息室那一瞬间，我就有个强烈的预
感：他永远不会再以一个运动员的
身份出现在赛场上了，无论是奥运
会、亚运会，还是世锦赛、全运会。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而且最
终应验，不是别的，也不是瞎蒙，因
为我断定，不但他的多次受伤的右
脚跟腱承受不了大运动量训练，而
且他的脆弱的心再也承受不了成
功和失败带给他的空前巨大的压
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压力还甚
于前者。

没有空前，也很难有绝后。刘
翔就是中国体育史上最毁誉参半的
明星。一方面，他给中国和亚洲田
径带来一个又一个的惊喜，短期内
看不到亚洲田径界谁能望其项背，
另一方面，伴随着他的每一次成功

和挫折，对他的嘲讽、质疑、挖苦乃
至谩骂都不绝于耳，充斥于网络、报
端，流传于茶楼酒肆，街头巷尾。

原因何在？不在于他前后挣
了 5.2 亿，父母也从 40 多平的公寓
搬进了独栋别墅，姚明、李娜挣的
比他还多；也不在于他当选了全国
政协委员，也不在于他 30多了还娶
了个虽然恶整过容但还称得上花
容月貌的三流明星老婆（很多人老
婆甚至小三都比葛天漂亮），让人
耿耿于怀、抓住他不放、称之为“刘
跑跑”的就是因为那两次退赛，那
两次你纵然长一万张口也说不清
楚的“临阵脱逃”。

如果说伦敦那一次赛前最后
一次热身赛退赛已经预示着不好
的结局外，在我看来，北京奥运会
那次的“忽悠”绝对是有意隐瞒，怎
么解释、谁来解释都难以服众。在
北京采访期间记者们通过各种渠

道已经得到了刘翔肯定退赛的消
息，各媒体甚至接到了有关部门第
二天不准发刘翔负面报道的预警，
可怜的观众们还一无所知，还在抱
着至少 3000 块钱买的门票做着美
梦，梦想着刘翔像飞一样地掠过栏
架。难道这时候他的整个竞赛团
队和公关团队不知道他已经肯定
不能比赛了吗？为什么直到比赛
开始还不把这样重要的消息告诉
翘首以盼的观众、听众和网民呢？

运动员有个伤病很正常，谁也
没有要求刘翔非得把命丢在赛场
上；中国奥运会金牌一大把，离了
谁都能过，也不缺他这一块。他就
是再拿两块金牌，他的意义也永远
赶不上许海峰那一块。刘翔事件
最让人可恨的就是赛前给人无限
期望，把人的胃口吊得高高的，却
把“早就不行了”的事实隐瞒得天
衣无缝，然后赛场上突然撒丫子。

正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一样，可恨之人也必有让人可怜之
处。我们在某些程度上也理解刘
翔，他当不了自己的家。他一直被
某些利益团体绑架，背后有这个那
个婆家管家，有各种利益共同体，
就连他挣的每一块钱，他自己连一
半也拿不到，一大群人等着分呢。
但越是这样，他越是应该像个男人
一样站出来为自己辩解、发声，不
能让无休止的猜忌掩盖事实。你
本身就没有姚明的圆熟、幽默，李
娜的刚烈、爽直，一次次被忽悠的
人不黑你黑谁啊？他们总不能怨
自己瞎了眼，一次次相信你能像广
告那样，跌倒了再爬起来吧？

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刘翔
毕竟已经远离了跑道，褪尽了光
环，开始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
也就不再议论他以为的是是非非，
风风雨雨了。他以后无论是从政

也好，经商也罢，执教也行，去国际
田联挣美金也好，都是很正常的事
情。他和妻子白头偕老也好，劳燕
分飞也罢，也都不再、也不应该再
是体育圈内的事情，而是划归“狗
仔队”了。我们还是衷心祝愿他以
后生活得开心吧，还要生活得勇敢
一些，有些事该说就说，不能把所
有的“污水”都自己扛，那样不泼你
泼谁啊？④11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清明时节的绵绵细
雨没有浇灭影迷的观影热情。河南奥斯卡院线
4 月 7 日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
票房收入为 1087.18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7.51%，“清明档”渐成气候。

今年“清明档”共有 9 部新片扎堆上映，分
别是众星云集的爱情喜剧《咱们结婚吧》、拳拳
到肉的《战狼》、步步惊心的《暴疯语》、硬汉港片

《冲锋车》、好莱坞国际范儿的《白幽灵传奇之绝
命逃亡》、清新公路爱情片《公路美人》、惊悚片

《三更车库》，以及两部动画片《魔法总动员》、
《无敌小飞猪》。今年“清明档”影片类型丰富，
能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票房排名前两位
的分别是《战狼》、《咱们结婚吧》。

河南奥斯卡院线的负责人认为，作为一个新
兴的电影档期，“清明档”正逐渐受到影迷的欢迎。
而且热闹的“清明档”将会带来持续的观影热潮，即
将于4月12日上映的《速度与激情7》、5月12日上
映的《复仇者联盟2》都被影迷寄予厚望。④4

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画家李勇逸久久伫立在省美术馆第
一展厅内，望着工作人员缓慢地将自己的画作从墙上取下，他知道
自己的画展就要落幕了。身边两位 60 多岁的老人边看边说：“红
色主题的山水画，看着真令人振奋。”此时，52 岁的李勇逸眼眶湿
润了。“这是我创作过程最苦、最有成就感的一批画作，能得到中原
父老乡亲的认可，我很感动。”他说。

为期 4 天的《黄土铸魂——李勇逸中国画作品展》共展出了李
勇逸的 160多幅作品，而这些作品所描绘的都是陕北的黄土高原，尤
以延安的梁家河村为最多。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李勇逸先后 20
多次赴陕北延安写生，其间还辞掉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深入梁家河
村进行创作，他也被称为“梁家河铸就的红色画家”。之所以对这块
土地用情如此之深，李勇逸说：“这或许是我命中注定要去的地方。”

李勇逸是烈士的后代，从小听着《南泥湾》、《二小放牛郎》长大，
对延安一直心向往之。一次跟随老师前往延安写生，点燃了李勇逸
的创作激情。此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风格鲜明的笔墨创作了精彩
的梁家河山水画系列，以中国画的形式全面再现梁家河的变迁。

作为李勇逸的挚友，也是此次画展协办方之一的河南四季胖哥集
团董事长邱新航称李勇逸是“画痴”，为了写生，他过年期间拜别病床上
的母亲赴梁家河写生，在悬崖边作画，不吃不睡。用李勇逸的话说，支
撑自己走下去的就是“延安精神”。他说，在当下浮躁的社会背景下，需
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让我们有信仰地活着。

而围绕梁家河创作，李勇逸还有一个心愿。他说，习近平总书
记 15 岁时来到梁家河，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深入了解了中国基
本国情和人民需求。他创作这批画作也是想让当下的年轻人以及
党员领导干部重温那段“延安精神”照亮的梁家河岁月，让人们牢
记中国梦的信念。

对于此次画展，李勇逸感慨良多，他十分感谢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等的鼎力相助。他说：“今逢盛世，要为
赞美祖国的壮美山河而绘，更要为歌颂人民的美好心灵与正气而
作。不追虚名，德行天下，盛世求真，这是我毕生的追求。”④4

本报讯（记者刘 洋）历时 4年，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品、河南
省漫画时代传媒有限公司摄制的我省首部 3D 红色题材动画片《乡
土童年红旗渠》日前在郑州制作完成。在纪念红旗渠通水 50周年的
日子里，该片让孩子们通过动漫了解和认知红旗渠精神。

谈到创作这部动画片的初衷，河南省漫画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理师东说，这源自一个故事。央视动画有限公司前总经理王
英在美国出差，听到美国朋友炫耀说他们把荒芜的拉斯维加斯变
成了世界著名的赌城，是世界奇迹。王英告诉他们，在上世纪 60
年代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手推肩扛创造了世界第八大奇
迹“人工天河红旗渠”。美国人听后惊呆了。“因此，我们觉得有必
要制作一部弘扬红旗渠精神的动画片，告诉当今的孩子们什么是
红旗渠精神。今年 4 月红旗渠通水 50 周年，我们把这部动画片作
为特别的礼物献给红旗渠，献给红旗渠英勇的建设者们，让我们的
后代永远记住这种精神。”师东说。

作为省委宣传部重点打造的文化项目，《乡土童年红旗渠》从
编剧到拍摄都下足了功夫。创作组多次深入红旗渠采风，采访了
许多当年参与红旗渠修建的建设者，仅仅为了动画片场景设计所
拍摄的照片就超万张。尤其是该片采用先进的全 3D 技术，并首次
采用我省的动作捕捉设备完成，制作精良。

“社会上总有动漫低龄化、娱乐化这样的误解。”师东说，“《乡
土童年红旗渠》正是为了消除这种误解而创作的。作为一部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品动画片，首先能够吸引孩子观看，其次
用动漫的形式弘扬时代主旋律，宣传正能量，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受
到教育，事半功倍。”④4

一开春，方城县的老百姓们就
等着去全民健身广场看大戏了。
这不是政府组织的活动，而是一位
坚持 20 年为乡亲们送戏的有心人
吊起了他们的胃口，让他们养成了
到这个时候就得听戏的习惯。

“是谁能坚持送戏这么久？”4
月 6 日，在广场上看戏的乡亲们听
到记者的提问，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了起来：“你不知道？他是王玉印
啊，就是俺们方城县走出去的，每
年要送好多大戏让老乡们看。”

“那他今天来了没？”
“不知道，我们都没见过他，只

知道这个名字。”
在河南豫剧院青年团团长关效

宇的带领下，记者在后台见到了坐在
小板凳上的王玉印。他笔挺的风衣、
锃亮的皮鞋和金丝边眼镜与周围简
陋的环境反差很大。一开口，果然是
浓重的方城口音。儒雅、低调，是 59
岁的王玉印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从 17岁参军到后来进入机关工
作，再到后来从商，无论商业版图如
何扩大，王玉印除了不改乡音，也没
有改变为乡亲们送文化的初衷。他
说，自己出身于农村一个穷困家庭，
知道基层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是多么
匮乏。自从参军，王玉印就下决心
在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让乡亲们
享受到文化生活带来的快乐。

1995 年，王玉印拿出 2000 元积

蓄请来了方城县豫剧团为西桥村
村民们演出，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随着个人事业的成功，他为乡亲们
送文化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
原先的一年一场变为一年多场，从
请县剧团演出变为请市级、省级剧
团下乡演出，此外还请豫剧名家赴
北京慰问外出务工人员。20 年来，
王玉印没有统计过为送戏花了多少
钱。他说：“钱够花就行了，多余的
就应该回馈社会。我只有 3个爱好，
爬山、吃面、看大戏，能陪着老家的
人一起看戏，是最快乐的事情。”

除 了 送 戏 ，王 玉 印 在 捐 资 助
学、修建文化大院、盖敬老院、建桥
修路等方面为方城县做出的贡献
也让当地百姓竖大拇指。在广场
内冒雨看戏的观众里就有受过他

资助的李留根大爷。李大爷说：
“每逢过年王玉印都会回乡给孤寡
老人送米、送面，嘘寒问暖。他不
认识我，我可认识他。”

从小爱听戏的王玉印并不会
唱戏，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戏曲艺术
的欣赏。此次河南豫剧院青年团
下乡演出，王玉印捐赠 100 万元用
于扶持这个队伍。“豫剧是河南的
名片，豫剧人才不能断档。这些娃
儿们是用心唱戏的人，生活也特别
艰苦，我要帮帮他们。”

很多人说王玉印做了文化管理
部门该干的事儿。对此，他淡淡一笑。

“我有一个信条：不给政府找麻烦，
乐为社会担责任。文化是大家的事
情，如果每个人都能为文化事业尽一
份力，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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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绝交 不出恶声
□令狐一刀

“红色画家”李勇逸：

黄土高原铸画魂
□本报记者 刘 洋

纪念红旗渠通水 50 周年

《乡土童年红旗渠》杀青

“清明档”渐成气候
《战狼》《咱们结婚吧》最受欢迎

往基层送戏 20 年，方城县走出的王玉印：

我愿送戏到永远
□本报记者 刘 洋

为 乡
亲们送戏，
是王玉印
最高兴的
事儿。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4 月 7
日，从浙江长兴传来消息，我省自
行车运动员在 2015 年全国自行
车场地冠军赛第一站比赛上表现
抢眼，共夺得 4 枚金牌、2 枚银牌、
3 枚铜牌。

本次比赛是 2015年度场地自
行车项目的首场比赛，为期 3 天，
共有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254名
成年运动员和 67名青年运动员参
赛。比赛设有争先赛、凯林赛、全
能赛、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
计分赛等 18个项目。我省自行车
队共派出了 20 名男、女选手参加
成年、青年全部项目的争夺。

首日（4 月 3 日）比赛中，我省
男选手王圣崴获得男子 1 公里计
时赛的银牌；次日，我省车手一日
豪夺 4 枚金牌。王丰年、岳昊、胥
玉龙、杨懿铭 4 名选手以 4 分 08
秒 299 的成绩战胜黑龙江队，摘
得男子团体追逐赛的桂冠；在下

午的比赛中，18 岁小将杨懿铭在
成年男子计分赛中发挥出色，为
河南队再夺一枚金牌，成就“双金
王”；王红、马梦露、陈路路、魏苗 4
位年轻选手巾帼不让须眉，在女子
团体追逐赛中为河南队拿下第三
枚金牌；另外一位女选手鲍珊菊在
青年女子争先赛中以 2∶1 战胜东
道主选手董蓓蕾登上最高领奖
台。当天，我省青年小将王忠辉、
吕帆分别获得青年男、女计分赛的
第三名，为河南队贡献两枚铜牌。
最后一日争夺中，我省选手魏万鹏
获得男子凯林赛的第二名；17岁小
将马梦露在 25公里计分赛中发挥
出色夺得26分，最终以168分获得
女子全能赛的第三名。

省自行车现代五项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马全钧说：“这次比赛是
冬训后的第一次大型年度比赛，队
员们整体发挥不错，反映出我们的
冬训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④4

本报讯 （记 者 李 悦) 随 着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的正式
出台，河南足球的发展也进入了
新的阶段。4 月 8 日，在省教育
厅、省著名足球专家以及黄河科
技学院诸位领导的共同见证下，
河南校园足球工作办公室在黄河
科技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在挂牌
仪式上，刘言和、康华国、范运杰
等 11 名我省著名足球人士从省
教育厅领导手中接过了校园足球
指导专家的聘书。

其实自从校园足球的概念被

提出后，河南的校园足球工作就一
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次“校足办”
的挂牌成立，也标志着我省校园足
球工作有了正式的领导核心。据
了解，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校足
办”将围绕当前校园足球的主体工
作，通过专家论证、调研和研讨等
方式来完善各项机制，并积极建立
四级校园足球联赛体系和开展足
球夏令营。此外，“校足办”还将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校园足球各级各
类的培训工作，以此来促进校园足
球事业的快速发展。④11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2015
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世界游泳锦
标赛选拔赛于 4 月 9 日至 16 日在
陕西宝鸡市游泳跳水馆举行。4
月 7 日，我省 28 名泳将抵达宝鸡,
迎接新赛季首个挑战，全面检验
冬训成果。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等代表队
502 名运动员参赛。大赛设男女
蛙泳、蝶泳、自由泳、仰泳、男女混
合泳等 38 个项目,比赛为期 8 天
16 场，国内游泳项目的顶尖名将

孙扬、宁泽涛、叶诗文、焦刘洋、刘
子歌等都将亮相宝鸡。

本届比赛是国内最高水平的
游泳专业赛事，同时又是世界游
泳锦标赛的选拔赛，受到国内各
省市专业队的高度重视。我省包
括宁泽涛、李呁琦等泳坛名将在
内的 28 位选手将在接下来的 8 天
时间展开角逐。本次比赛宁泽涛
预计将在 12 日进行的男子 100 米
自由泳项目中亮相，接下来还会
参加 14 日举行的男子 50 米自由
泳项目的争夺。④11

本报讯（记者王丹丹 杨玉璞）
4 月 6 日，记者从省水上运动管理
中心获悉，2015 年全国皮划艇激
流回旋春季冠军赛在洛阳市宜阳
开赛，今天进行所有项目的决赛。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
上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宜阳县政
府承办，将在 4 月 6 日至 9 日进行
4 天的赛程。共有来自国家队、
海军队以及河南省、辽宁省、湖南
省、四川省、福建省等省市 15 支
代表队 200 多名运动员参加比
赛。将进行男子皮艇激流回旋
赛、男子划艇激流回旋赛、女子皮
艇激流回旋赛、女子划艇激流回
旋赛等 5 个项目的角逐。此次比
赛也是为国家队参加 2016 年巴

西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选
拔人才的重要赛事。

据介绍，全国的皮划艇激流
回旋项目起步比较晚，从 1999 年
才开始，到目前为止，全国建有这
项比赛的场地也不多，正常使用
的只有四川米易、贵州下司、广州
竹料三个场地，此次赛事也是宜
阳县首次举办全国性的水上运动
赛事。该基地位于洛河宜阳城区
段，一期已建成的皮划艇激流回
旋赛场是我国北方唯一按照国际
标准建设的皮划艇赛道，设计长
410 米、宽 20 米、落差 4 米，引水
流量每秒 25 立方米，目前已具备
承 接 国 内 、国 际 大 型 比 赛 的 资
质。④11

本报讯（记者王 映 通讯员
崔 莹 程瑞启）4 月 7 日，36 集电
视连续剧《“糊涂”县令郑板桥》在
范县开机。

270 多年前，清代书画家、文
学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
曾在范县任 5 年县令，他重视农
桑，体察民情，是中国历史上有名
的清官廉吏。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检察

出版社、省纪委和范县县委、县政府
等单位联合拍摄的《“糊涂”县令郑
板桥》，以郑板桥在范县任县令期间
的传说故事，以及历史留存下来的

《郑板桥案牍》为蓝本进行创作。剧
情围绕郑板桥重视农桑、赈济灾民、
体恤民情的亲民爱民、勤政廉政故
事展开，重点刻画郑板桥“立功天
地，字养生民”、“案无留牍，亦无冤
民”、“勤、廉、能”的清官形象。④4

本报讯（记者程 梁 通讯员
郭汝垒 石丰周）4 月 6 日，记者在
汝州市获悉，在日前举行的第十
届全国陶瓷艺术与设计创新评比
活动中和第五十届中国工艺美术
品交易会上，中国陶瓷设计艺术
大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李
廷怀共有 4 件作品获奖。

3月 29日，在由中国陶瓷工业
协会主办、于湖南醴陵举行的第十
届全国陶瓷艺术与设计创新评比
活动中，李廷怀的汝瓷作品《深腹
洗》获银奖、《荷初》获铜奖、《福禄

瓶》获优秀奖。3 月 30 日，在由中
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于山东青岛
举行的第五十届中国工艺美术品
交易会暨 2015年“金凤凰”创新产
品设计大奖赛上，李廷怀和汝瓷新
手张峰联合创作的汝瓷精品《豆绿
釉·鸡心罐》获得金奖。

近年来，李廷怀立足汝瓷的
传承与创新，其作品一方面汲取
中国唐宋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精
髓，另一方面尝试体现现代审美
理念和国际通行语汇，获得了业
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④4

全国自行车场地冠军赛首站收官

河南车手一日夺四金

河南“校足办”挂牌成立

全国游泳冠军赛今日开赛

我省28名泳将出征宝鸡

全国皮划艇激流回旋冠军赛激战宜阳

电视剧《“糊涂”县令郑板桥》开机

全国陶瓷和工艺美术界分别进行作品展评

我省汝瓷大师李廷怀获四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