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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2015 年河南省青少
年田径冠军赛暨苗子选拔赛在漯
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与以往
不同的是，选手们首先迎来的是文
化 课 考 试 ，考 试 不 及 格 ，不 得 参
赛。今后“文武兼备”将成为我省
田径青少年运动员的“标准配置”。

数学占50分的考卷有点难

5 月 5 日，文化课考试在漯河
体校进行。因为涉及运动员年龄
层面广，知识水平不均，考试分为
青年组、少年乙组、少年甲组。考
试内容也只能平均在某个年龄段
层面上出题，知识涉及小学五年
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一年级及部
分高中二年级课题。在 90 分钟

内，所有运动员将完成一张总分
100 分的试卷。

这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的 876
名运动员（男运动员 560 人、女运
动员 316 人）报名参赛。而文化课
考试则要求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
须参加文化课考试，不及格者取消
参赛资格。

负责巡考的漯河市体校教务
科长邢松茂告诉记者，此次考试的
知识面比较广，针对体育类学生来
说理科比重有些大。比如青年组
考题，其中语文占 25 分，田径项目
常识 25 分，数学 50 分。对于体育
专长生有点难。此外，如果题目稍
微灵活一些更好，比如语文方面可
以写一个小短文，写写自己的训练
感受，不一定非要考文言文。

提升文化层次有利长远发展

省体育局青少处处长胡庆元
介绍，在基层体育运动队里，长期
存在教练、家长、运动员对文化学
习不重视，运动员基础文化知识普
遍欠缺的情况。因为几乎所有的
运动员都存在二次择业的问题，文
化层次低将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
的短板，即使他们选择做教练，也
需要有一定文化素养。

他说，从 2013 年开始，河南在
一些乒乓球、网球等项目上做了一
些试点，对运动员、教练员、家长有
一些触动。省体育局对这项工作
非常重视，经过研究决定：从今年开
始由省体育局主办的涉及全运会、

奥运会的项目，青少年体育竞赛，都
要陆续实行“文化准入制度”，以这
种方式推动、提升运动员、教练员、
家长对文化学习的重视。

体育生应有适用的文化教材

考试后，漯河市体校教务科长邢
松茂深有体会地说：“现在我们遇到
最大的困难不是学生基础太差，而是
教材不适合体育专业学生学习。现
在初中、高中均使用的是普通中学的
学习教材，难度比较大。与普通中学
学生相比，体育专业学校学生大部分
精力还是用在专业训练上，使用普通
教材体育生接受起来有难度，提不起
他们学习的兴趣。”

邢松茂说，虽然漯河市体校老

师也编了一些校本教材，即摘抄普
通中学部分教材，结合学生兴趣、
专业知识做的教学课件，但还存在
一些问题，比如知识不系统，与中
招、高考知识有脱节。看来单靠一
个学校编写，一个部门推广还是比
较困难，最好有一个官方上级机构
牵头，组织一些优秀专业教师编写
适合体育生用的教材比较好。

胡庆元告诉记者：“文化课考
试制度需要坚持，方式还需要探
索，卷子的难易程度也需要研究，
既能促进运动员的学习，还能提高
他们学习的兴趣。国家体育总局
也在关注这个事情，前年就开始做
调研，专门针对青少年运动员的教
材可能正在编写中，我们也希望能
尽快出版。”④11

想上赛场先进考场 考不过关不准参赛

我省田径小选手须“文武兼备”
□本报记者 李若凡

巧用俏色雕精品
5 月 6 日，从福建莆田传来消

息，在 2015 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
奖”评选中，我省王冠军的作品

《啄》获得金奖。
王冠军是来自“密玉之乡”新

密市的中国玉石雕刻大师。
密玉有史以来一直以单纯的绿

色为贵，而到了王冠军这里，这种习
惯发生了巨变：“过去，玉石中不太通
透的浑色、夹杂、带绺、生筋等部分被
称为‘俏色’，都会被剔除扔掉。现
在，我把素活的成分缩小，把俏色的
成分加大，一切为艺术表现服务。”

《啄》大面积利用了黄色等以往
弃而不用的暖色，2012年同样获得
百花奖金奖的《战地黄花分外香》也
是如此。巧用俏色，选用当代军事、
农业等题材，主题格调高昂，这些作
品把观众的审美从求财、求福的传
统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新的兴趣点。

意境更可贵
无独有偶，在5月3日闭幕的中

国·南阳第十二届玉雕节上，在第三届
中国玉雕“玉华奖”参选作品中，一批
追求意境的作品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在省工艺美术大师王志戈的
作品《寒潭荷影》前，很多人在驻
足观看。作品是一个可以把玩的
挂件，玉本身的青色被托底为幽
静的水潭。在此基础上，通过浮雕

技法，莲房“写实”，莲茎则呈现出
一种亭亭玉立的“虚”，很有意境。

南阳师院中华玉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江富建教授点评说：“欣赏
这件作品的线条和形状，不能仅
留在写实的层面上，而应看到作
者的人生感悟。荷影所映射的磊
落人品，比温润的玉更可贵，这是
对传统文化精髓的坚守。”

从工匠层次走出
在中国·南阳第十二届玉雕

节上，300 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
师带来了多件创意作品。像巧用
绿色的独山玉作品《青山鸣翠》、
岫玉《赏竹》等，获得了众人好评。

当杂色角料摇身一变为精美的
获奖作品，甚至被中国军事博物馆
和人民大会堂收藏后，被誉为“俏色
密玉第一人”的王冠军引起了众人
效仿。如今，在新密 200 多家加工
经营企业中，90%在主攻俏色密玉。

回忆自己的创作经历，王冠军
说：“面对一块原石，先看其色彩
分布及纹理走向，然后再考虑题材
内容，目的是将其色彩用绝用活，
达到惟妙惟肖的艺术效果。”

面对玉石资源趋于枯竭的制
约，江富建说：“文化素养高的玉雕
大师在艺术创意上的成功探索，是
一种颠覆性的创新。但愿更多的玉
雕艺人不仅仅是传统工匠，因为玉
石雕刻的本来就应该是思想。”④4

玉石雕刻的不是工艺是思想
□本报记者 程 梁

本报讯（记者李 悦）近段时间，
客场惨败于上港，主场被人和逼平的
建业情况不是太好，而几个主要保级
对手纷纷用抢眼的表现，缩小了与建
业之间的积分差距。5月10日晚7点
35分，中超第九轮的比赛，建业将在客
场挑战山东鲁能，虽然对手实力要高
于自己，但建业依然希望能用赛季的
首个客场胜利，来帮助球队走出颓势。

建业客场求胜的目标并非一时冲
动，实际上在中超诸强中，山东鲁能对
阵建业，其优势也并非像纸面上表现得
那么明显。在建业征战中超的首个赛
季，正是客场 2∶1战胜鲁能的那场战

役，才为建业打响了自己在中超的名
号。除了心理上不怯对手，本赛季鲁能
在联赛中跌宕起伏的表现也给了建业
信心，毕竟无论辽宁还是天津，今年都
曾在鲁能身上尝到了胜利的滋味，防守
更强、攻击力也不弱的建业，当然也有
机会复制辽宁与天津的胜利过程。

最为重要的是，鲁能刚刚在亚冠
客场遭遇了一场惨痛失利，1∶4的比
分不仅让山东队黯然地小组出局，另
外死拼了90分钟的山东队员体能和精
神都消耗不小，对于擅长防守反击和全
场逼抢的建业来说，体能优势很可能成
为他们拖垮对手的最大砝码。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5 月 8
日，国家跆拳道队将出征 2015 年世
界跆拳道锦标赛。中国队的 16 人
大名单中，我省跆拳道名将郭耘菲
榜上有名，她将向女子 67 公斤级的
冠军发起冲击。

中国跆拳道队4月9日来到省重
竞技中心备战俄罗斯跆拳道世锦
赛。参加此次集训的共有 30名女子
选手和 26名男子运动员。经过近一
个月的集训，最终有男、女共 16名运

动员将代表中国参加俄罗斯跆拳道
世锦赛，其中就包括郭耘菲（女子 67
公斤级）、吴静钰（49公斤级）、侯玉琢

（女子57公斤级）等名将。
中国跆拳道队总教练管健民说，

由于获得各级别积分排名世界前六
的选手才能直接参加里约奥运会，而
本次俄罗斯世锦赛的冠军将获得120
分的积分，因此参赛队都派出了精兵
强将，目的就是夺取冠军，为参加里
约奥运会争取更多积分。④11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5 月 7
日，记者从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获
悉，为了备战里约奥运，国家射箭队
公布了 24 人的集训名单，我省箭手
任启状榜上有名。

中国射箭奥运梯队第一阶段的
选拔在今年 4 月初完成，国家队在
全国 300 余名选手中挑选男女各 12
人，组成奥运会初步队伍，将参加今
年一系列国际比赛。任启状曾经夺
得 2014 全国重点体校冠军，被国家

队队友们称赞是个很有潜力的队
员。而正在上海进行的 2015 射箭
世界杯赛（上海站），作为新人出赛
的任启状，在男子反曲弓排位赛中，
以 655 环排名 49 位。

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共吸引来
自 4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名官员、
教练员、运动员参加。中国队由备战里
约奥运会第一阶段选拔出来的主力阵
容组成，这也是“新兵”们首次亮相国际
大赛。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5 月 6
日，记者从漯河市体育局获悉，2015
年河南省健美健身锦标赛暨全国健
美健身锦标赛河南选拔赛，将于 5月
9日在漯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主办，省社
会体育管理中心、省全民健身协会、
省健美健美操运动协会、漯河市体
育局等单位协办，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 33 支代表队的近 300 名健美健身
选手报名参赛，比赛分为大学生组、

青年组、成年组和元老组 4个组别共
12 个大项 42 个小项。获得健美、健
体、健身、健身形体、比基尼各级

（组）别前三名和健美比赛男子全场
冠军的选手还将获得丰厚的奖金。

健美在世界范围内有很高的参
与度。河南省健美健身锦标赛经过
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省健美
健身运动爱好者竞技、学习、交流、
推广的平台，为我省全民健身运动
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④11

记者 5 月 5 日从上海国际电
影节组委会获悉，经典电影《末代
皇帝》立体版将在 6 月举办的第
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展映。这
是该片的立体版首次亮相内地。

《末代皇帝》摄制于上世纪80年
代，是意大利电影大师贝纳尔多·贝

托鲁奇导演的经典之作。影片讲述
了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跌宕起
伏的人生经历，由尊龙、陈冲、邬君梅
等主演。该片公映后曾轰动海内外，
获得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等9项大奖。《末代皇帝》立
体版由专业团队历时 2 年对原版

进行转制及素材修复而成，2013年
在法国戛纳举行了全球首映。

第 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
6 月 13 日至 21 日举行，电影节 4K
修复单元还将上映《乱世佳人》等
经典影片的修复版。④4

（据新华社电）

客场挑战鲁能

建业：欲登泰山而小天下

国家跆拳道队兵发世锦赛

河南名将郭耘菲瞄准金牌

河南箭手任启状入选奥运集训队

全国健美精英周末漯河秀形体

5月6日晚，由温县陈家沟太极拳研究院和驻马店正阳县太极山庄联合主办的2015（正阳）陈家沟太极
拳精英赛，在正阳县袁寨乡单楼村闭幕。三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国54支代表队的1300多名运动员展示了
太极拳的博大精深。全国范围的太极拳大赛落户小乡村，要归功于单楼村村民王大春。王大春自幼习武，
练就太极养生功法并回乡投资创建集习练太极、休闲健身等功能为一体的太极山庄，为弘扬太极拳文化，
他与乡亲们共同努力，终于把太极拳大赛“搬”进了单楼村。④11 本报记者 曾昭阳 本报通讯员 高万宝

《末代皇帝》立体版将登陆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