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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经报
国务院批准，国家民委、国家体育
总局同意，河南省将承办 2019 年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8月 11日上午，作为下届
全国民运会主办方，河南省代表
团在第十届民运会运动员村举行
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河南省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取得的成

绩，并简要介绍了河南省情和下
届民运会的准备情况。

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万旭介
绍了河南省情、河南民族工作情
况以及河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
展情况。他说，河南省历来重视
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把发展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纳入全省民族工作
的全局，并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的重要抓手，统筹安排，协
同推进。多年以来，河南省加强
民族聚居的乡村体育基础设施建
设，依托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和民
族民间资源，在民族聚居地区广
泛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巩
固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人才。此外，河南省还

依托部分大专院校和中学，建立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开
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整理
挖掘、引进推广。省财政每年都
会拿出一定资金，支持训练基地
加强自身建设。

河南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赵
峻说，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之所以落户郑州，

是因为郑州市拥有相对完善的体
育设施。目前郑州市有省属大型
体育场馆 5 个，市属体育场馆 10
个，另外还有 50 多个设施比较完
善的校园体育场馆，可以满足民
运会所有项目的需要。不仅如
此，根据规划，郑州市还要新建一
批更为现代化、更符合体育发展
潮流的新的体育场馆设施。④11

第十一届民运会花落郑州

记者：距我省举办下一届民
运会还有大约四年时间，在筹备
工作方面我们有什么具体的规划
和打算？

王成高：一是成立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
备会，搭建起筹备民运会的组织
领导平台，明确职责，协同推进；
二是统筹规划举办全国少数民族
运动会所需要的场馆设施，完善
接待、安保、交通和通讯等基础条
件，把“硬件”做好；三是大力宣传
举办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重要
意义，在全社会营造重视、支持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发展的良好
氛围；四是加大对发展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事业的支持力度，完善
体制机制，引进吸收、挖掘整理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培养更多
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人才，把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做大做强。

多年来，我省承办了多项国际
国内比赛，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全国青
少年运动会、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
等重要体育赛事，成功举办了中国中
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等大型文化经贸
活动。在活动组织、赛事安排、宣传
策划、来宾接待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
验，我们有信心办好2019年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记者：民运会对一个城市的硬
件要求非常高，郑州市具备条件吗？

赵峻：我省决定把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

比赛场地安排在郑州市。郑州市
作为河南省会，市区内体育基础设
施较为完备，省属场馆有 5个，其
中省体育中心能容纳 5万人，可作
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闭幕式和有关项目比赛场地；市
属场馆 10个，其中郑州航海路体
育场能容纳 3万人，可作为部分比
赛项目场地。市区内的高校、中学
有设施完善的体育场馆 50个。郑
东新区龙子湖（综合生态水系）面
积 5.6平方公里，可以举行水上项
目比赛。郑州市区的体育场馆能
够满足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各项赛事需要。

需要说明的是，河南不具备举
办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马术项目比赛的硬件设施，我们已

向国家民委说明情况，建议马术项
目在具备条件的其他省份城市举
办，国家民委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除了体育设施，郑州市的其他
城市设施也十分优越。以郑州为中
心的米字形高速铁路正在加快建设；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5830公里，连续
七年保持全国第一；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已开通国内外航线143条，1.5小
时航程可覆盖全国半数以上城市。
郑州市公共交通也十分发达。

此外，郑州市区有三星级以
上宾馆 63 家、床位 23000 多张。
郑州市有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
15 万多人，有清真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 3000 多家。可以满足承办
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饮食、住宿
方面的需要。④11

承办 2019年第十一届民运会

郑州开启“民运会模式”四年后，郑州

将承办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作

为河南省会，郑州

市将以什么样的

姿态来迎接这一

盛会呢？昨日，记

者采访了正在鄂

尔多斯参加第十

届民运会的河南

省民委巡视员王

成高和省体育局

群体处处长赵峻。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本报讯 （记者李 悦）正如此
前传言的那样，8月 12日这天，颇具
争议的中超主裁马宁将出现在航
海体育场，执法建业与联赛领头羊
上海上港的比赛。在 8 月 11 日的
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就有记者专门
问建业主帅贾秀全，如何看待本场
比赛的主裁判马宁，对此，老贾表
示，球队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比赛
当中，他也充分相信中国足协选派
裁判的能力。

由于频频执法上海上港的比
赛，36岁的马宁一度被称为该队的

“御用裁判”，在此前的“上海德比”
中，他更是在一场比赛里出示了 3
张红牌和 9 张黄牌而让自己“一战
成名”，那场比赛被罚下三人的上
海申花最终也以 0∶5 惨败，赛后双
方球迷更因此发生了激烈冲突。
除了出牌果断外，马宁在判罚点球
上也是毫不含糊，第十二轮上海上

港 主 场 和 山 东 鲁 能 的“ 榜 首 大
战 ”，一 场 比 赛 他 判 罚 了 4 个 点
球，算是创下了一项纪录。尽管
最终鲁能 4∶3 在客场获胜，但马宁
的执法也受到了普遍质疑。颇为
蹊跷的是，在本轮裁判名单正式
公布之前，就有媒体人在网络上
爆料，建业和上港比赛的执法裁
判将会是马宁，事实证明这一传
言并非空穴来风，当 8 月 11 日的
裁判名单揭晓后，马宁也果然成
为航体之战的当值主裁。

虽然本轮比赛执法主裁的人
选让人有些质疑，但建业主帅贾秀
全还是认为球队更多地要做好自
己。他表示，在中超休战期间，队
员们虽然练得非常苦，但还是颇具
成效的。虽然贾秀全也承认，建业
和上港之间存在着实力的差距，但
他觉得，坐镇航体的建业，还是有
和对手一较高下的勇气。④11

战上港 建业选择相信自己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刚刚在
2015 年全国三对三篮球联赛总决
赛中获得男子公开组冠军的郑州
Captain队本周五将奔赴北京，代表
中国参加在北京五棵松篮球公园
举行的国际篮联大师赛北京站的
比赛，本次比赛共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 12支球队参赛。

郑州Captain队的 4名队员大有
来头，分别是前河南队主力王占宇、
温武、郭少华和另外一名业余好手
郭昶麟。王占宇曾是国家青年队的
主力控卫，而温武曾经和易建联同
时入选国青队，两人都为河南队夺
得全运会第五名立下过汗马功劳。

从河南队退役后，王占宇在郑

州市金水区国税局工作，温武在河
南省体育场业余体校当篮球教练，
郭少华则回到洛阳老家，而刚从郑
州大学毕业的郭昶麟，在郑州市市
场发展局工作。无法舍弃的篮球
情结让他们组建了 Captain队，继续
着篮球梦想。

在广州刚刚闭幕的中国三对
三篮球赛决赛中，王占宇、温武率
领的 Captain 队 21∶11 战胜八一队，
收获总冠军，同时也获得国际篮联
大师赛北京站的参赛机会。王占
宇告诉记者：“我们本周一直加紧
训练，接下来的比赛，将是一场硬
仗。面对更多的高手，我们会一场
一场拼，希望打出好成绩。”④11

三对三篮球联赛

郑州Captain队挑战国际篮联大师赛

长相差不多，戏路也差不多，王
珞丹和白百何经常会被放在一起比
较。8月 13日，王珞丹主演的《宅女
侦探桂香》和白百何主演的《滚蛋
吧！肿瘤君》将同期上映，且看两美
女在大银幕上用实力斗法。

王珞丹因出演电视剧《奋斗》而
为观众所熟知，其清纯可人、古灵精
怪的邻家女孩形象深入人心。近几
年，王珞丹在大银幕上的表现也十
分亮眼，《无人驾驶》中的哑女李欣
等众多角色充分展示了她的实力。

《宅女侦探桂香》讲述了王珞丹扮
演的天才侦探桂香在破案过程中遇到
了周渝民扮演的刑警阿哲，两人展开

了一场智力角逐……电影用轻松的方
式，讲出了桂香酸甜苦辣的爱情故事。

白百何因出演电影《失恋 33天》
被观众所熟知。这部小成本电影成
为当年的票房黑马，被当作电影市场
上“以小博大”的教科书，主演白百何
的“都市小妞”形象从此深入人心。

《滚蛋吧！肿瘤君》是白百何继
《分手合约》、《被偷走的那五年》之
后第三次出演绝症少女。影片讲述
了白百何饰演的熊顿在 29岁生日前
开始的一段虽然痛苦但仍然充满欢
乐、囧事不断的抗癌之旅……

王珞丹和白百何，一个在极力
寻求突破，一个在完美演绎自我，到
底观众会被哪一位美女所打动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④4

王珞丹白百何两美女斗法
《宅女侦探桂香》《滚蛋吧！肿瘤君》同日上映

□本报记者 王晓欣

本报讯 （记者刘 洋）8 月 11
日，作为河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展演活动中唯一一部越调作
品，由河南省越调剧团最新创作的

《张伯驹》在省人民会堂亮相。
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

伯驹是周口项城人，一生醉心于古
代文物，致力于收藏书画名迹，以保
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自 20世
纪 50年代起，张伯驹夫妇陆续将收
藏的书画名迹捐献给国家，表现出
了崇高的爱国情怀和无私的奉献精
神。该剧根据真实史料改编，讲述

张伯驹为了保护国宝、命运多舛的
人生经历，着重表现了他身上闪烁
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大义、不屈
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越调《张伯驹》由陈新丰执导，
越调剧团著名演员陈清林饰演张伯
驹、魏凤琴饰演张妻潘素。整部剧
故事跌宕起伏，情节环环相扣。主
演陈清林细腻地把握了张伯驹豪
爽、儒雅、刚正等交织的复杂性格特
点，引得观众连连叫好。

省越调剧团团长申小梅表示，
该剧是继《老子》之后又一部宣传周
口历史故事、文化名人的作品。④4

越调新戏《张伯驹》首登省会舞台

本报讯 （记者刘 洋）8 月 11
日，由郑煤集团公司、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河
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协办的“刘
庆邦长篇小说《黑白男女》新书发
布会”在郑煤集团公司举行。

由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黑白男女》是河南籍作家刘庆邦

酝酿 10年的长篇力作。该书以龙
陌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为背景，以
三个死难矿工家庭为主线，聚焦
这些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和情感
重建，讲述普通百姓在灾难面前
互相温暖、自尊自强自立的动人
故事，凸显了人心的温暖和人性
的尊严。小说延续了刘庆邦的写

作风格。
来 自 省 内 外 新 闻 界 、文 学

界、评论界的专家学者以及读者
齐聚一堂，对刘庆邦的创作特点
进行研讨，并分享了阅读《黑白
男女》的感想。与会人员认为，
多年来，刘庆邦专注于现实主义
创作，与时代同步的同时，向生

活的深处挖掘，关注工业化、城
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
的生存状态，用文字担负起记录
中国历史的责任。他的作品朴
实、亲切、自然，鲜活的人物语言
和生动的乡村生活常常唤起读
者对家乡的回忆，总是能引起人
的共鸣，作品充满真知、真实、真

情和大爱、大善、大智慧，让人看
到悲悯至善的情怀，使内心受到
洗礼。刘庆邦就像老实本分的
手艺人，保持着对文学的专注、
耐心与沉迷，用极丰富的细节、
极厚重的情感书写着底层百姓
的悲喜人生，展现着美好醇厚的
人间真情。④4

刘庆邦新作《黑白男女》首发

带着新书回到自己曾经工作
过的地方郑煤集团，河南籍著名
作家刘庆邦很高兴。见到当年一
起下矿井的三五老友，他更是喜
上眉梢，多饮几杯酒也没有妨碍
浓厚的谈兴。8月 10日，微醺中，
刘庆邦捧着弟弟从开封捎来的西
瓜，轻声对记者说：“与亲人般的
老朋友在一起很幸福。”

恪守对母亲的承诺
感性，是刘庆邦留给人最深

的印象。
正是如此感性，刘庆邦每年清

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都要回河南
沈丘老家看看。“有人称我回家是
深入生活。如果硬要那么说的话，
那叫深入到家了。”刘庆邦笑着说。

但 更 重 要 的 原 因 并 不 是 这
个。“我是为了兑现给母亲立下的
承诺。”刘庆邦说。原来，他在母
亲临终前曾经保证过，每年都要
回老宅看一看，不让老宅坏掉。
也 正 是 为 了 恪 守 这 个 承 诺 ，从
2003 年起，刘庆邦 11 年未曾中断
过回家的脚步。刘庆邦认为，兑
现承诺是对一个人最严峻的考
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值得
一生去努力。

每年两次回家，也的确让刘庆
邦没有远离故土，保持着与农村生
活的联系，也为他的创作提供着鲜
活的素材。“一般性的采风方式对
作家积累素材效果不大。从农村
出来的作家深入生活的最好方式
就是回家，尤其是回到自己的老
家，才能切身感受到农村的变化。”
他说。

创作是为了还心债
从 1972 年开始写作到现在，

刘 庆 邦 创 作 了 煤 矿 三 部 曲《断
层》、《红煤》、《黑白男女》，农村三
部曲《平原上的歌谣》、《遍地白
花》、《黄泥地》以及《远方诗意》

《遍地月光》等多部长篇小说。对
于创作，刘庆邦认为就像许愿一
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许
了愿是要还的。有的心愿还类似
于心债，心债不还就不得安宁。

长篇小说《黑白男女》的出版，
让 刘 庆 邦 还 上 了 不 安 的 心 债 。
1996年，平顶山十矿井下发生了一
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84名矿工在
事故中丧生，时任《中国煤炭报》记
者的刘庆邦把采访见闻写成了一
篇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
悲悯》，在全国引起了强烈轰动。

当时，刘庆邦就萌生了把纪实作品
改写为长篇小说的心愿。

但这个心愿一直过了10年才迎
来了实现的机会。2013年，刘庆邦
来到郑煤集团的大平煤矿，用“少喝
酒、少应酬、少讲话、少打手机；多采
访、多听、多记、多思索；一定要定下
心来、深入下去”这样“四少四多一
定”的标准要求自己，与矿工同吃同
住，用半年多创作完成了这部描绘
工亡矿工家属生活的长篇小说。

“总的来说，这部书要达到大
爱、大慈、大悲悯的境界，要做到日
常化、心灵化、诗意化、哲理化，实现
心灵画卷、人生壮歌、生命礼赞的目
标。”刘庆邦说，“文学就应该这样，
让读者得到心灵的慰藉，又从中汲
取不屈的向上的精神力量。”

写作是心魂的逼近
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去创作，

刘庆邦的作品用眼泪和心血刻画着
乡土与矿区人的生命姿态和情感，
或柔美、或酷烈。评论界称他的作
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与自
然的抗争”，并对他的作品进行了反
腐、成长、乡土等更细化的分类。“我
不太喜欢被贴上某一种类型的标
签。我是在写我的记忆、生命体验，
写的是心魂的逼近。”刘庆邦说。

正是遵循着自己的内心，除了

创作长篇，刘庆邦还创作了近 300
篇短篇小说，被文坛称为“短篇小
说之王”。而他的散文成就也令许
多作家难以望其项背。在刘庆邦
看来，短篇的艺术要求比较高，考
量着一个作家的语言驾驭能力和
想象力的丰富程度；散文则能考量
出一个作家的心性、人格，是刘庆
邦最看重的文体。“衡量一个小说
家的优劣要看他的散文。散文是
真情实感的流露，不可能写得很
多，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和良心检
验。我写散文，其实是对文学商品
化、市场化的一种抗争。”

由于写过太多的煤矿题材作
品，社会上形成了两句顺口溜：

“在陕北，提路遥有人管你饭吃；
到 煤 矿 ，提 刘 庆 邦 有 人 管 你 酒
喝。”刘庆邦将此视为对自己的褒
奖。他说：“我对自己的写作有着
明确的职业定位，那就是关注工
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
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让民族保留
历史记忆，作家有这个责任。”④4

文学要让人
汲取不屈的精神力量

——访河南籍著名作家刘庆邦

□本报记者 刘 洋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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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之声福彩之声
根据《社会信用体系规

划 纲 要 (2014-2020 年)》（国

发〔2014〕21 号）和《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见》（豫政〔2014〕31 号），为

培育和完善我省信用服务市

场，促进社会信用服务业健

康发展，经审核，河南普信信

用评估有限公司等 8家信用

服务机构符合备案要求，同

意备案，现予公告（排名不分

先后）。

河南省信用建设促进会

河南省企业信用评审

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 8月 10日

各信用服务机构详
细情况见信用河南网
（www.xyhnw.com）

备案证号

豫信备字[2015]第 043号

豫信备字[2015]第 044号

豫信备字[2015]第 045号

豫信备字[2015]第 046号

豫信备字[2015]第 047号

豫信备字[2015]第 048号

豫信备字[2015]第 049号

豫信备字[2015]第 050号

单位名称

河南普信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洛阳金盾征信有限公司

河南绿源信用评价有限公司

河南鸿辉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河南博诚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郑州万方企业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西峡县绿盾征信有限公司

洛阳明泰企业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中州大道 656号

瑞银双城汇小区 7号楼 21层

2108室

洛阳市洛龙区宝龙城市广场 8

号楼 701室
济源市南夫村胜利街北六巷

10号

商丘市睢阳区南京路北侧、归

德路东侧宇鑫国际广场第一

幢 1单元 20层 2015号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与十

里铺交叉口建业五栋大楼 C

栋 407号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 46号雅

美小区 2号楼 9层 82号

西峡县北四环印象公馆 14楼

17号

洛阳市洛龙区长夏门街 32号

863创智广场 2幢 2209

负责人

岳学敏

高玉娜

汪晓

白景立

刘耀洁

王俊然

李少锋

刘松刚

联系方式

0371-60917381

13592619826

0379-63311315

13663885881

15514703998

0370-3227555

15560027555

0371-53377356

13837169790

0371-56682829

13253359271

0377-69811315

18736578251

0379-60667511

15896555317

河南省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备案公告
2015年 2号

夏季永远都不缺乏热情，新乡的中
福在线更是在这火热的季节里大火了
一把，位于新乡市延津县人民路中福在
线销售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出
三个 25万元头奖，不仅创造了全市最快
出大奖纪录，而且还着实让忠实的玩家
得到了实惠。7月 11日，延津县人民路
销售厅开出了 7月份的第一个 25万元，
中奖的王先生兴奋地说：“我就感觉到
要中大奖了，你看每天这么多人在关注
中福在线，预感好运就要来临，但没想
到这‘幸福的大馅饼’居然砸到自己的
头上了。”“销售厅里未中奖的朋友，似
乎除了对王先生的羡慕外，也暗暗较
劲，坚信大奖和好运的剧情还会重演。”
李 先 生 就 是 这 样 谈 自 己 的 中 奖 经 历
的。8月 3日，第二个 25万元不期而至，
李先生一举得筹，在掩饰不住兴奋的同
时，说出了心里话，“我就是觉得上一个

大奖带来了运气，所以这段时间，天天
都来投注，但金额不大，既然有好运要
到，就更应该有平常心来看待，该来的
始终会来。”良好的心态和运气，成就了
李先生的大奖梦。令人想不到的是，7
天后，延津县销售厅的好运气继续进
行，8 月 10 日，第三个 25 万元大奖的开
出，完成了完美“帽子戏法”，“三奖齐
出”一时间也传为佳话。

中福在线游戏具有很大的趣味性和
休闲性，是福彩大家庭中的佼佼者，这种
游戏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在休闲娱乐间，
不经意就中到了大奖，所以深受各方彩
民的喜爱。炎炎夏日，走进中福在线销
售厅，乘凉避暑，顺便投几注，玩一玩夺
宝游戏，既为生活添彩，又为社会福利事
业和公益事业奉献了爱心，不失为一项
健康、向上的休闲娱乐活动。

（李明磊）

新乡中福在线发力，一月之内连出仨 25万

通过电话订购 5注各 2倍的 20元
双色球彩票，竟然中得两注二等奖，奖
金高达 48万元！得知中奖后，安徽宁
国市福彩第 34154006 号投注站销售
员高飞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中奖彩民，
并将 48万元奖金“完璧归赵”。那天，
高飞像往常一样来到店里，他惊喜地
发现，本站中得双色球二等奖两注，奖
金高达 48 万元。经回忆,他确定中奖
者是一位通过电话订购的双色球彩
票，而这张彩票就在自己手中。高飞
没有犹豫，立即就联系了中奖彩民。

中奖彩民最初半信半疑，还以为
高飞逗自己开心。直到他接过高飞递
过来的彩票，才终于相信了。“当时我
在外地，突然想起还没买彩票，可又不
愿出去找彩站，于是就想起咱们宁国
的这家彩站。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打了这个购票电话，谁知高飞很爽快
地答应了，并为我垫付了购票钱。更
加意外的是，我居然中了这么大的
奖。真没想到高飞这样讲诚信，这次
中奖真要感谢他，中奖彩票就在他手
里，如果他不及时通知我，我根本不知
道自己中了大奖，高飞真是好样的！”
中奖彩民激动地说。

一个电话 48万元降临
多亏这位诚信销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