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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若凡）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自行车
比赛在太原开赛。比赛首日，洛阳
代表团运动员宋超睿、鲍珊菊就以
33 秒 856 的成绩，打破了女子团体
竞速赛全国青年纪录，夺得冠军。
而郑州代表队则在第二个比赛日由
马梦露拿下女子场地全能赛第一。

据介绍，本次比赛设场地自行
车赛、山地自行车赛、小轮车赛、公
路自行车赛四个大项。共有来自
全国的 26 支代表队 483 人参加比
赛。郑州代表队和洛阳代表队分
别有 13 名和 15 名运动员参赛。

据悉，前女子团体竞速赛全
国青年纪录也是河南运动员创造
的——今年 7 月 26 日，鲍珊菊、郭

裕芳在全国场地自行车青年锦标
赛上，以 34 秒 462 创造了全国青年
纪录。

河南省自行车现代五项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马全钧介绍，第一天
上午的比赛中，第二棒的鲍珊菊起
动出现点问题没有跟上宋超睿，造
成预赛成绩不理想。下午决赛她
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在配合上没有
出现太大问题，战胜了南京程丽、
沈燕夺冠。南京队以 34 秒 102 排
名第二，天津队 34 秒 638 排名第
三。而马梦露则是以总分 196 的
绝对优势，拿下女子场地全能赛的
冠军。马全钧说，在接下来的几天
比赛中，希望河南运动员稳扎稳
打，争取更好的表现。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9 月 21
日，记者从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获
悉，2015 年全国体操冠军赛上，
河南省体操队三名由许昌市培养
和输送的女运动员共斩获 4 枚银
牌 、2 枚铜牌，创造了河南省体操
队参加全国成年比赛获得奖牌数
量的新纪录。

本次全国体操冠军赛在贵州
省六盘水市举行，共有全国 21 支
代表队的 144 名运动员参赛。比
赛设有男子鞍马、跳马、自由操、单
杠、吊环和双杠，女子跳马、自由
操、平衡木和高低杠以及男、女全
能 12 个项目。我省体操队派出的

4 名男队员和 3 名女队员，参加了
全部 12 个项目的争夺。其中，周
璐一人获得了女子全能、平衡木和
高低杠三个项目的三枚银牌，以及
女子自由操的铜牌，成为我省参加
本次比赛全部选手中获得奖牌最
多的运动员，李懿薇和肖嘉乐两位
女选手则分别获得了女子跳马的
亚军和平衡木的季军。

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陈
皓说：“这次比赛队员们整体表现
良好，验证了我们的夏训效果还
是不错的，女队在国家队集训的
一 个 月 时 间 里 ，得 到 了 很 大 提
高。”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 悦）9 月 20
日晚，2015 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
赛在山西太原落下帷幕。作为武
术大省的河南本次比赛中发挥出
色，在 19 个级别中，他们摘得了 4
金 3 银 5 铜，雄踞团体第一的宝座。

本次比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
主办，共有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
和行业体协的 45 支代表队的 404
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比赛为期 5
天，设有男子项目 11个级别和女子
项目 7 个级别，河南派出了由塔沟

武校为骨干的省散打队以及郑大
体院两支代表队共 40名选手参赛。

据介绍，为保证本次比赛的
公平、公正，国家武管中心张秋平
主任、张玉萍副主任亲自监督比
赛，各路高手也都发挥出了自身
的最高水平。经过激烈较量，河
南拳手们在四个项目上笑到了最
后，其中申国顺获得男子 56 公斤
级冠军，孔洪星获得男子 60 公斤
级冠军，关啊翠获得女子 48 公斤
级冠军，王昳雯获得女子 56 公斤
级冠军。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9 月 20
日，2015“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
争霸赛河南赛区总决赛暨河南省
首届业余足球联赛，在郑州大学体
育学院足球场拉开序幕。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主
办，河南省足球协会承办，相关省
辖市体育局、省辖市足球协会、河
南世纪中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协
办。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赵峻介
绍，举行争霸赛旨在普及足球运
动，宣传推广科学、健康的足球发
展理念；促进基层足球社会组织的
建立和发展；扩大足球项目人口，
让更多人感受足球带来的乐趣。

本次争霸赛河南赛区设立了
郑州、开封、洛阳、安阳、新乡、濮
阳、漯河和信阳 8 个分赛区，分为 5
人制娃娃组、青少年组、社会组和
11 人制社会组四个组别和个人足
球秀竞赛活动项目。经过一个多月
的激烈角逐有 32 支优胜队伍从数
百支分区赛报名队伍中脱颖而出，
参加河南赛区总决赛。最终，郑州
队以8∶1轻取信阳队，和以3∶1 战胜
洛 阳 队 的 开 封 队 会 师 决 赛 。 郑
州队与开封队的决赛将于 26 日
15：30 在郑大体院人工草坪 3 号场
地举行，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观
看。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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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青运会自行车赛

郑州洛阳各夺一金

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

走，去看河南赛区总决赛

“很激动，很兴奋，很高兴，也很
有压力！”9 月 19 日，刚刚荣获“全国
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的河南杂技集团董事长、二级演员
付继恩，一连用几个“很”字来表达
自己的心情。

这份荣誉，付继恩得来“很”不
寻常。1981 年，刚刚 9 岁的付继恩
因家在濮阳黄河滩区，穷得吃不饱
饭，就独自外出学习杂技。经过 30
多年的摸爬滚打，付继恩不仅成为
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更成为河南
杂技界的一位领军人物，他带领杂
技团队到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演出，观众超过 80 余万人次，为中
国杂技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

如今，手捧象征全国文艺界最
高荣誉的奖杯，付继恩却一再谦虚
地表示，这主要是赶上了全国文化
发展的好形势，从中央到地方都高
度重视文化事业，并分别制订了一
系列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
策，促进了杂技文化和产业像雨后
春笋般蓬勃成长，发展壮大。

30 多年来，中国杂技的发展重
心从湖北武汉到河北吴桥，目前已
渐渐转移至河南濮阳。2009 年濮

阳被中国杂技家协会授予“中国杂
技之乡”称号，“河南省杂技集团”的
金字招牌也花落濮阳。

“这一重心的转移，主要得益于
濮阳杂技始终坚持一条不断创新发
展的路子。”付继恩表示，一直以来，
他心中时刻紧绷着一根弦，那就是
要不断创新，出新思想、新作品、新
精品。最近几年，河南杂技集团推
出了《水秀》剧目，并推陈出新连续
进行了四次更新改版，走的就是不
断创新的路子。《水秀》曾获得我国
杂技界的最高奖“金菊奖”，其中的

《环球飞车》节目先后 3 次挑战吉尼
斯世界纪录成功，该剧目已成为目
前中国杂技的第一品牌。

“杂技没有创新就没有市场，没
有生命力！”付继恩说，现在“全国杂
技看河南，河南杂技看濮阳”，我们
要做的就是带领团队不断创新，创
作和演出水平不断与国际接轨，创
作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
品。只有这样，河南杂技才能长盛
不衰，才能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

“虽然要做到这一步压力很大，但这
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
责，必须坚持走下去！”他说。④4

□本报记者 王 映 本报通讯员 段利梅

本报讯 （记者刘 洋）9 月 21 日，记者从省
文化厅获悉，我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和扩展项目出炉。

此次共公布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73 个、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
项目 41 个。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技
艺、传统医药等 10 个类别，白居易传说、岳飞传
说、砖雕、蒲剧（灵宝蒲剧、陕州梆子）、蔡记蒸饺
等都名列其中。

2014 年 9 月，省文化厅部署开展了第四批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遴选推荐工
作，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
发展”的工作方针，组织专家对全省各市申报的
329 个项目进行审议，最终确定入选名单。

至此，我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已达 445 个，扩展项目已达 92 个。④4

本报讯 （记者张鲜明）9 月 19 日上
午，许昌圣道书院在许昌市开馆。作为
开馆的第一件盛事，当天上午，“我们这
六个人书法展”在该书院开幕。

这次书法展，展出的是来自齐鲁大
地的著名书法家翟永华、巩海涛、毕红
文、万力、田九亭、李锐等人的 60 多幅书
法作品。这 6 位参展者，均为“60 后”和

“70 后”书法家，是已在我国书坛崭露头
角的少壮派。此 6 人，有的被评为“当代
30 位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书法

家”，有的是“兰亭奖”获得者。此次参展
的作品，均体现了雄厚的书法功力，呈现
出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有评论家评价
说：翟永华之“小”尽收自然韵致之气，观
之若朗夏点水之蜓，轻灵雅致；巩海涛臂
舒腕悬，列势畅如疏水，品之似闲房清
气，轻下玉阶；毕红文画简牍之意刻魏晋
之风，玩之乃弦歌中流，怆然壮怀；万力
能聚万毫齐力之勇，辟书坛江湖之蹊径；
田九亭笔刀行世，亦篆亦行，亦印亦书；
李锐徐徐然有临泉之声，轻重得宜，枯润

浑成。
由圣道汇和许都汇主办的本届书法

展，得到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支持。中
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刘洪彪在开幕式上指
出，河南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是文化大
省，而许昌又是楷书鼻祖钟繇、画圣吴道
子、行书鼻祖刘德升的故里 。在这里开
办书院并举办书法展，是整个中原地区
的一件文化盛事，对于促进中原地区书
法艺术交流，促进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④4

本报讯 （记者刘 洋）9 月 21 日，记者从河
南歌舞演艺集团获悉，由省文化厅、河南歌舞演
艺集团主办，河南民族乐团演出的“2015 年河
南省中秋民族音乐会”将于 9 月 24 日在河南艺
术中心音乐厅奏响。

此次民族音乐会将有 5 首作品是河南首
演，分别是扬琴协奏曲《狂想曲》、唢呐与乐队

《弄狮》、二胡独奏曲《河南梆子腔》、民族管弦乐
《凤城序曲》和吹打乐合奏《黄河之水天上来》。
此外，由我省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静带来的《静
夜思》和具有山东特色的《包楞调》也是首次登
陆河南舞台。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董事长周虹介绍，此次
演出最大的亮点是特别邀请台湾著名指挥家刘
江滨执棒，并请来了台湾唢呐演奏家曾千芸。
两位艺术家将带给中原观众不一样的音乐风
情。

连续举办 7 年的“河南省中秋民族音乐会”
已经成为我省三大品牌音乐会之一，得到了同
行与观众的一致认可。④4

我省公布
第四批省级非遗名单

中秋民族音乐会
即将奏响

“许昌圣道”开了，
“我们这六个人”来了

本报讯 （记者刘 洋）9 月 19 日，韩
国人气明星宋承宪的到来让郑州大上海
奥斯卡的放映厅里沸腾了。不绝于耳的
尖叫声让这位首次来到郑州的“长腿欧
巴”受宠若惊，不断地向观众鞠躬致谢，
用熟练的汉语说着“大家好，我是宋承
宪”。

尽管这是宋承宪第一次来郑州，但
他说自己很早就知道少林寺，也很向
往。在赶来会场的路上，他看到郑州发
展得像一个国际大都市，十分惊讶。

此次宋承宪来郑州是为了宣传他与
刘亦菲合演的电影《第三种爱情》，该片
根据自由行走的同名小说改编。宋承宪
说，这是一部非常火爆的网络小说。用
电影的方式再现经典，主创团队的压力
都很大。现在电影上映了，希望大家能
够支持，也希望这部电影成为一部经典
爱情片。

影迷们的热情让宋承宪十分开心，
在访谈环节他不断向粉丝们挥手致意，
表达感谢。他还跟着影迷们学起了河南
话。一句充满韩国味道的河南话“《第三
种爱情》大卖”再次引爆全场。

关于对爱情的理解，宋承宪表示，第
一种是小说里的爱情，完美但虚无；第二
种是生活中的爱情，平淡却真实；至于第
三种爱情，他没说答案，而是说：“希望大
家在电影里找到答案。”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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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承宪（右）第一次来郑州。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不断创新，让河南杂技享誉世界！”

河南杂技集团的《水秀》获我国
杂技界最高奖“金菊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