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4月 29日 星期三 文体新闻文体新闻HENAN DAILY01 责任编辑 史晓琪 黄 晖

●● ●● ●●

张志磊一阵组合拳轰过去，对手柯蒂
斯应声倒地，这时比赛刚刚开始 17 秒。直
到裁判宣布终止比赛，张志磊才确定自己
获胜了，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西征”之路
是值得的……

4 月 20 日，回国短暂休假的张志磊接
受了记者采访。这位中原拳霸即将迎来职
业生涯的第五场比赛，按照每两个月参加
一场职业拳赛的目标，2017 年，他将迎来自
己的拳王之战！“让世界重量级职业拳坛上
有一位中国拳王”是张志磊的终极目标。

吃饭也是“职业行为”

张志磊说，在美国每天他结束训练，都
要驱车从训练馆回到距离纽约城区 1 个小
时车程的家。“给自己准备晚餐，有牛肉、蟹
棒和玉米。现在当职业拳手了，和在国家队
不一样，在国家队你只管训练就行了，其他
的都有人给你安排，现在什么都得自己弄。”

当了职业拳手，什么都得按照职业的
来。虽然重量级拳手对体重的要求没有上
限，但张志磊的训练团队通过科学的计算
和分析，认为张志磊在体重 118 公斤时，其
力量、协调性、体能等能够维持最佳水平。

“这里的教练可不会告诉你要吃什么、最好
不要吃什么，他不会监督你，一切都得靠自
觉，职业拳手如果连控制体重这种事情都
做不好，就太业余了！”张志磊说，“我现在

的体重就在 118 公斤上下浮动，不会超过两
公斤。去美国之前，我的体重有 140 公斤左
右，这次回来，很多朋友都说我瘦了。”

“中国重拳”精彩亮相

2014 年 8 月 9 日，张志磊在美国内华达
州的一场重量级职业拳击比赛中，击败了
拥有 11 次职业拳击比赛经验的柯蒂斯，一
举震惊职业拳坛，而这只是他在职业拳坛
上的第二次亮相。

然而，在长期被欧美人霸占的重量级
拳坛上，黄种人仍然不被看好。很快，2015
年 3 月 15 日，张志磊迎来了第二场职业拳
赛，对手是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的布莱登·斯
宾塞。本场比赛张志磊打完四个回合，击
倒对手两次，完胜。

张志磊告诉记者，6 月份他将赢来第四
场职业拳赛。为此即使在短暂的休假期间，
他也没有放松过训练。“我的训练计划全是
由专门的职业教练制订的，一年多的训练下
来，教练评价我的技术越来越全面，他觉得
我的缺点在减少，能给我讲的东西也越来越
少，这证明我的训练是很有效的。我的目标
是到 2017年当上拳王，我很有信心！”

为“中国拳击”而战

15 岁时，原本练皮划艇的张志磊，因为

人高马大被教练力劝改练拳击，阴差阳错
进入了河南省重竞技中心拳击队。训练三
年后，张志磊开始频繁参加中国各类拳击
比赛。

2003 年，张志磊以陪练的身份进入国
家队，后来因为成绩突出，又成为国家队的
主力队员。第一次去海外参加比赛时，还
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是一个国际 A 级赛，欧美人压根儿
不认为中国拳手能夺冠，所以组委会就没
有准备我们的国歌和国旗。最后我拿到了
冠军，他们说这怎么办啊？组委会说可不
可以放国际歌代替中国国歌，我说那不行，
组委会没办法，就从大使馆借来一面很大
很大的国旗，然后由我们的领队和队医上
去唱的国歌。”张志磊说，那时，他就暗下决
心，要尽力改变中国拳击的形象。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张志磊拿下银牌，
达到作为一名业余拳手的顶峰。伦敦奥运
会过后，张志磊从国家队退役，然而，世界
重量级职业拳击赛场上，仍然没有中国拳
手的身影，一个念头出现在他的心中：“为什
么不去职业拳坛中试试自己呢？”2014 年 3
月，张志磊与美国王朝拳击推广公司签约，
正式开始职业拳手生涯。“让世界重量级职
业拳坛上有一个中国拳王的身影”的梦想，
让张志磊在“西征”路上坚定前行！④11

▶张志磊在训练中。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中原拳王“西征战记”
□本报记者 李若凡

4 月 28 日，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在长沙
闭幕。会上，文化部宣布将全面清理整顿文
艺评奖。在全国文化类奖项过多、过滥的情
况下，文化部先行一步，自我开刀，力度之大
令全国文化界、文艺界为之一振。此项政策
是否能使“热闹评奖、冷场演出”的现象有所
改变？又对我省文艺创作有何影响？

“精简奖项数量、严格评选标准，这对我
省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
获奖不易了，奖项的含金量和权威性都相应
提高了；另一方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

拿出过硬的作品才能有资格去竞争国家级
大奖。作为文化和文艺大省，我们的艺术家
们要更加努力了！”正在长沙参加此次会议
的省文化厅主管艺术的副厅长李霞说。

据了解，文化部此次清理整顿文艺评奖
采取取消一批、精简压缩一批的办法，总体
减少 60%以上，并取消节庆活动中的文艺评
奖项目，同时加强评论。同时，文化部对保
留的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减少分项设置和
数额，修订评奖办法，严格评奖标准，规范评
奖程序，严肃评奖纪律，预防和杜绝各种不
正之风。

以去年中国文学评奖为例，险遭取消的

老舍文学奖、批评声四起的路遥文学奖、争
议最大的鲁迅文学奖都令这些旨在鼓励文
化创作的奖项悄然变味，公正性在群众的口
水仗中逐渐丧失。“长此以往，评奖泛滥、奖
项贬值，最终是对整个文学的损害。”河南籍
著名作家刘震云说。

此项政策出台前，人民日报曾刊发评论
称：“评奖众所瞩目，获奖也是很多专业人士
一生一世的企盼，更要讲规范……一些评
奖，正是在一次次不规范、不问责中丧失了
权威，最终成了一场场天南海北的联欢会。”
对此，我省多名文艺界人士表示，不能为评
奖而评奖，不要被评奖所累。文化部压缩奖

项、规范评奖是一大利好消息，淡化了以评
奖为目标的现象，使艺术家们将功夫更多地
用于创作优秀作品上。

据了解，我省将针对此项政策，调整省
内评奖机制和模式，修订评奖办法，严格评
奖标准，规范评奖程序，严肃评奖纪律，预
防和杜绝各种不正之风。此外，要更加积
极地申报、利用国家艺术基金，创作更具中
国精神、中原风采的优秀作品，并大力推动
获奖作品“走下去”，多演出、常演出，让获
奖作品走到百姓身边，实现奖杯与老百姓
的口碑“双丰收”，更大地发挥文艺作品应
有的作用。④4

文化部压缩 60%文艺评奖

我省文艺工作者要加油了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4 月
28 日，记者从省射击管理中心获
悉，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射箭
比赛资格赛日前在福建莆田落
幕。我省男女各 3 名运动员晋级
决赛，收获青运会 6 张入场券。

此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37 个代表城市 (含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 299 名运动员参加。资格
赛阶段将产生男、女各 64 个决赛
阶段的参赛资格，分别由 32 个代
表城市获得。本场比赛既是全国
青年运动会射箭项目的资格赛，

也是一青会决赛场地测试赛。
代表我省出战的李思琪、肖

雨航、杨佳慧三人在女子团体排
名赛中获得第六名，淘汰赛女子
团体第五名，肖雨航还在个人淘
汰赛中取得第六名的成绩。至
此，女队的 3 名队员同男队的任
启状、罗泽坤、岳智愚共获得 6 个
青运会决赛的入场名额。

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射
击、射箭两大决赛项目将于 10 月
18 日至 27 日在莆田市体育公园
举行。④11

本报讯（记者程 梁 通讯员
牛齐瑞）4 月 27 日，在西平县中华
嫘祖城，100 多幅怀念嫘祖的书
法剪纸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之
前举办的嫘祖故里拜祖大典、《西
陵嫘祖》戏曲表演以及服装产业
转移论坛，把嫘祖文化月活动装
点得丰富而热烈。

西平人民对嫘祖怀有深深的
敬意。据史载，出生于西平的嫘祖
是轩辕黄帝的正妃，是中华民族历
史上进行植桑养蚕、缫丝制衣的第
一人。2007年 7月，西平县被命名
为“嫘祖文化之乡”。2012年以来，
西平县连年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
希望将农历三月初六嫘祖诞辰日
定为“中华母亲节”。主持拜祖大

典的西平县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吴双全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
自己的母亲节，不管“中华母亲
节”能不能获批，我们都要发扬爱
母孝亲的传统美德。

西平县近年来全力演绎嫘祖
文化，把每年的农历三月定为嫘
祖文化月。今年，在举行拜祖大
典、创作戏剧作品的同时，西平县
还举办了以“母爱、母教、孝母、爱
亲”为主题的青年演讲比赛、少年
书法比赛。在“2015 西平·中国
纺织服装产业转移论坛”上，西平
县表示，将以产城融合、文化与产
业并重等为原则，打造嫘祖服装
产业新城，成为承接国内纺织服
装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④4

本报讯（记者王晓欣）王小帅
新片《闯入者》将于 4 月 30 日起在
全国公映，影片延续了其前作“小
人物承载大故事”的文艺片底色。

河南奥斯卡院线曼哈顿影城
4 月 27 日举办了《闯入者》的媒体
看片会，不少影迷表示，影片刚看
时有点晦涩难懂，但是沉下心来
静静观看，能体会到导演的匠心
独具。

《闯入者》由王小帅执导，吕
中、冯远征和秦昊等主演。作为
2014 年国际影坛成绩最优秀的
华语电影之一，《闯入者》是威尼
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3 年来第一
部也是唯一一部入选的华语影

片，主演吕中更凭借此片获得第
八届亚太电影大奖最佳女主角
奖，成为该电影节史上年龄最大
的获奖者。

影片讲述了由吕中饰演的刚
刚丧偶的老邓坚持独居，两个儿
子和住在养老院的母亲是她生活
的全部，一个陌生的少年“闯入”
她的生活，令尘封多年的往事重
新浮出水面。

《闯入者》和王小帅之前的
《青红》、《我 11》被称为“自传三部
曲”。《好莱坞记者》杂志影评人戴
维·鲁尼盛赞：“《闯入者》这部影
片，演员高超的表演和触动人神
经的故事值得称赞。”④4

我省6名箭手获青运会入场券

西平县全力演绎嫘祖文化

王小帅《闯入者》明日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