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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若凡）“我们打
算承接咱们省的民俗体育大会，要
把咱们最原汁原味的民俗体育传承
下去。”1 月 12 日上午，专门来郑“订
购”比赛的商丘市夏邑县太平镇党
委书记班春丽向记者透露。

在以前，一个乡镇想承办省级
体育比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
却成了现实，原因就在于河南省社
会体育管理中心将 2016 年赛事活
动公开推向社会，鼓励大家“认领”，
也就是出资承办。这次推介昨天上
午在郑州大酒店举行，这是省社体
中心成立十几年来首次向社会公开
推介各项赛事活动，是积极引导社
会力量举办体育赛事的有益尝试。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明显增
加，人均体育消费水平大幅度提

高。在这个大背景下，本次推介会
应运而生，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
长赵峻告诉记者：“咱们国家已经取
消了对群众体育赛事的审批，这就
意味着政府部门必须要尽快转换角
色，要更开放更公开，放开引入社会
力量，激发市场活力，找到更多优质
合作伙伴，在新时代把群众体育工
作带到一个新高度。”

省社体中心面向全社会公开列
出了 2016 年 59 项赛事活动名录，涵
盖滑雪、桥牌、国际跳棋、国际象棋、
象棋、围棋、钓鱼、信鸽、风筝、拔河、
毽球等 34 个社体项目。省社体中
心主任陈真告诉记者 ，2016 年省
社体中心将重点打造体育与旅游、
体育与文化相结合的在全国“叫得
响”的品牌赛事，大力推进棋类项目
和科技体育进校园。④11

本报讯 （记者刘 洋）1 月 10
日，由河南电视台与河南（中国）影
视艺术中心合作，上海中心制作的
大型纯实景演艺类栏目《中国好媳
妇之中国好莱坞》在上海启动。田
岷、任成伟等明星出席启动仪式。

《中国好媳妇之中国好莱坞》通
过规定情境，选手们在明星演员导师
的指导下，在不同的家庭故事与场景
中完成演绎“中国好媳妇”这个主题，
并可以直接挑战明星曾经演绎的经

典桥段，并有当红明星的精彩点评。
河南（中国）影视艺术中心负

责人黄宏莹介绍，该栏目为有演艺
梦想的年轻人提供了展示自我、实
现自我、成就自我的平台。栏目的
推出也标志着我省真人秀节目开
辟了一个新领域。

据了解，《中国好媳妇之中国
好莱坞》将在全国海选有演艺才能
的人才，预计今年上半年在河南卫
视黄金时间播出。④4

本报讯 （记者刘 洋）1 月 12
日，由省美协主办，省美协人物画
艺委会、郑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承
办的“河南省第六届人物画作品
展”在郑州师院开幕。

此次展出的 78 幅作品是从 190
幅作品中遴选出来的，作品包含写
意、工笔等多种类别。尽管画风不
同、题材各异，但都体现了画家立足

中原，潜心创作的成果，将中国传统
文化精神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在整
体意境、笔墨语言、技法深度等方
面，都较以往有了不小的进步。

“河南省人物画作品展”旨在促
进对中国人物画的探索与创新，拉近
艺术、时尚与大众的距离，引导并提
升大众的审美情趣和生活品位，为河
南省中国人物画培养创作队伍。④4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1 日电
NBA11 日公布了由篮球专家舒曼
评出的最新一期实力榜，马刺继续
延续良好表现，排在第一，勇士的
位次也没变动，依旧排在次席。

目前马刺以净胜对手 14.6 分
排在联盟第一，他们在主场依旧保
持不败。舒曼认为，丹尼·格林进
攻状态回勇对于马刺是一大利好，
他在一月份三分球 18 投 11 中。

勇士队中的德拉蒙德·格林目
前已经拿到 8 个三双，三分命中率
43%，另有联盟第六的 7.4 次助攻。
舒曼认为，这与格林的两位出色的
队友库里和汤普森分不开。本赛
季格林有超过一半的助攻转换成
了“水花兄弟”的得分。他目前已

经助攻了库里 72 次，助攻了汤普森
69 次，而他的总助攻为 273 次。目
前格林助攻库里的次数已经超过
了他上赛季一整个赛季助攻库里
的次数。

骑士与雷鸣座次互换，雷鸣从
第三跌至第四，骑士则从第四升至
第三。上周尼克斯 3 胜 1 负，上升
了 4 位，黄蜂 0 胜 4 负，下降 8 位成
为跌幅最大的球队。

本期实力榜完整排名（1-30）如
下：马刺、勇士、骑士、雷鸣、快船、猛
龙、公牛、活塞、热火、老鹰、步行者、
小牛、灰熊、凯尔特人、火箭、爵士、
尼克斯、奇才、魔术、国王、开拓者、
黄蜂、鹈鹕、雄鹿、掘金、森林狼、网
队、太阳、湖人、76人。④11

我省打造大型实景演艺节目
《中国好媳妇之中国好莱坞》启动

我省第六届人物画作品展开幕

59项省社体赛事
期待您来“认领”

NBA 最新实力榜

马刺第一 勇士第二

马刺刚在客场大胜马刺刚在客场大胜
布鲁克林网队布鲁克林网队，，图为马刺图为马刺
球员帕克球员帕克（（右右））在进攻在进攻。。

新华社苏黎世1月 11日
电 国际足联 2015年度最佳男
运动员奖（金球奖）颁奖典礼当
地时间 11 日晚在瑞士苏黎世
举行，阿根廷球星梅西毫无悬
念地获得这一殊荣，成为足球
史上首位五夺金球奖的球员。

金球奖得主由来自国际足
联209个成员协会的球队队长、
教练员以及指定媒体记者在 3
名候选人中投票产生。在当晚
揭晓的结果中，此前呼声最高的
梅西以压倒性得票率（41.33%）

力压克·罗纳尔多（27.76%）和内
马尔（7.86%）而当选。

这是继 2009 年和 2011 年
至 2013年后，阿根廷前锋第五
次获得FIFA最佳男运动员奖。

去 年 6 月 ，美 国 女 足 在
2015 年女足世界杯决赛中以
5∶2 战胜日本队，时隔 16 年后
第 三 次 拿 下 女 足 世 界 杯 冠
军。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
的美国女足 10 号球员劳埃德
当晚获得最佳女运动员奖，美
国女足功勋教练埃利斯荣膺

最佳女足教练。
此外，在 160 万球迷的直

接投票中，巴西球员利拉在巴
西国内戈亚斯州锦标赛中的
精彩禁区倒钩射门获得最佳
进球奖。

国 际 足 联 金 球 奖 是 于
2010 年由国际足联原世界足
球先生和原金球奖合并产生
的全球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
个人奖项，每年颁发一次，授
予上一年度表现最杰出的足
球运动员。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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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男子球员奖（国际足联
金球奖）：梅西

最佳女子球员奖：劳埃德
最佳男足教练奖：恩里克
最佳女足教练奖：埃利斯
最佳阵容：守门员：诺伊尔

（拜仁慕尼黑）；后卫：马塞洛（皇
家马德里）、席尔瓦（巴黎圣日尔
曼）、拉莫斯（皇家马德里）、阿尔
维斯（巴塞罗那）；中场：伊涅斯塔

（巴塞罗那）、博格巴（尤文图斯）、
莫德里奇（皇家马德里）；前锋：克
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皇家马德
里）、梅西（巴塞罗那）、内马尔（巴
塞罗那）

最佳进球奖（普斯卡什奖）：
利拉

公平竞赛奖：所有帮助难民
的足球组织与俱乐部

各项大奖获奖者名单

最佳女子球员奖获得者劳埃德

“不要用文字记录他，也不要试
图描述他，你只能观看他的表现。”
这是瓜迪奥拉眼中的弟子梅西。

你的确很难用准确的词语来
描述他，因为不管怎么形容都不
为过。他当天在苏黎世第五次赢
得国际足联年度金球奖，成为足
球历史上的第一人——单纯从评
奖的角度，他超越了当年的“外星
人”罗纳尔多，超越了皇马对手 C
罗，成为最伟大的球员。

如果放眼到国际足联奖项设
立前的时代，你在形容他时只能
多一点无奈，从某些方面他也许
已经超越了贝利和马拉多纳，也
许还没有。但即使最保守的估
计，他已经在历史上位居前三。

但 2015 年毫无疑问是梅西
之年。他率领巴塞罗那赢得了欧

洲冠军联赛、西甲、西班牙国王
杯、欧洲超级杯和世界俱乐部杯
五个冠军。梅西在巴萨的唯一失
败来自西班牙超级杯。另外，他
还带领阿根廷队闯入了美洲杯决
赛，可惜输给了智利队无缘冠军。

这一年他在绿茵场上最精彩
的时刻发生在与毕尔巴鄂竞技队
的西班牙杯决赛中，他在中线附
近接球，一路狂奔，连续晃过对方
四名队员的防守，将球射入大门，
这让人想起马拉多纳在 1986 年
世界杯上攻进英格兰队的那粒经
典入球，这个球本来很有希望获
得当天晚上的年度最佳进球奖。

几天后，他率领巴塞罗那在
柏林击败尤文图斯赢得欧冠冠
军，尽管内马尔和苏亚雷斯在那
场比赛中更加光辉四射，但每个

人都知道，没有梅西，巴萨不可能
登上欧洲之巅。

在 12 月的世俱杯决赛中，巴
萨击败河床队夺冠，梅西攻入了
第一个球，这也是他在世俱杯 5场
比赛中打进的第五个球，使他成
为世俱杯历史上并列头号射手。

2015 年是梅西进入巴萨的
第 15 个年头，也是他与巴萨为期
五年的新合同的第一年，他的年
薪达到 2000 万欧元。他已经 7 次
赢得西甲冠军、3 次西班牙杯冠
军、6 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4 次
欧冠冠军、两次欧洲超级杯冠军
和三次世俱杯冠军。

这年 9 月，女友给他生下了
第二个儿子。

他只有 28 岁。④11
（据新华社电）

2015年

梅西“戏份足” 别人都没戏

1 月 8 日—10 日，尽管郑州的雾霾一直
未散，但持续 4 天的古琴盛会却让古琴爱好
者们在悠扬的琴声中，与久远的文明进行
了精神上的对话，感受到了久违的宁静与
安详。

在这场由省文化厅支持，省非遗产保
护中心、中国民族器乐学会、河南博物院主
办，河南博衍琴坊、北京乐器学会、天津七
弦琴院等承办的活动中，来自大陆和台湾
的古琴名师名手不仅演奏了历史上流传下
来的古曲，也在切磋技艺中问道古琴未来
的发展。

古琴火得出人意料
位列中国传统四艺“琴棋书画”之首的

古琴在古代地位尊崇，但自民国开始，直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古琴没落得几乎一片
死寂：子期伯牙的知音之谊只存在于教科
书或文章中，而《广陵散》却再难听到；仲
尼、伏羲、蕉叶等古琴样式虽然流传至今，
但古人用蚕丝制作的丝弦已经失传……

河南琴坊艺术总监、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古琴斫制技艺传承人孙海明回忆说，“古琴

热”发端于21世纪初，从电影《英雄》到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上一曲“太古遗音”，展开了古琴在
民间大热的画轴。“就拿这次古琴音乐会来
说，4 场演出分别在不同地方，却场场爆满。
很多来自省外的乐手连说‘不可思议’。现在
在全国各地只要开古琴演奏会，都是满场，连
搞乐器研究的学者们都觉得意外。”看着满屋
热爱古琴的人，孙海明兴奋地说。

在非遗专家、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国际评委
的张振涛看来，尽管古琴所依附的传统文
人阶层不存在了，但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大家对古琴的内涵有
了重新认识，古琴深沉高远、修身养性的功
能特别适合让忙碌的人停下脚步，慰藉心
灵，“古琴热”也就不难理解了。

古琴贵得令人咋舌
古琴好听，但价格却令很多普通古琴

爱好者心里一沉。据了解，一张按传统手
工打制的古琴价格最低都在万元以上，七
八万元一张古琴很正常，出自名家之手的
要更贵，亿元天价的古琴也有。要知道，最
名贵的钢琴也不过百万元级别。

如此昂贵的价钱是否合理？身为斫琴

师的孙海明解释说，古琴看似简单，其实极
其讲究。一张琴制作周期至少在一年以上，
而且真正做出一把好琴，除了工艺，运气也
很重要。因此，好琴没有穷尽时。“不过，任
何乐器都有档次差别，初学者完全没有必要
买太贵的琴，几千元的也可以用。懂得古琴
的内涵最重要。”他说。

据《诗经》记载，早在公元前600多年河南
人早就选用桐、梓来造琴了，并沿用至今，诞生
于河南的“中州派”就在中国古琴史上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古琴
首席罗苏理表示，一张好的古琴要满足九个条
件，即琴之“九德”，指“奇、古、透、润、静、匀、
圆、清、芳”。琴上有天地，有龙凤，有山水，通
身长三尺六寸六，对应一年的天数，宽六寸，象
征六合，通体都饱含着中国人对自然、宇宙、人
生的精辟理解和高度概括。任何一名斫琴人
终极梦想都是在有生之年能亲手打造出一张
九德之琴，因此，古琴昂贵也在情理之中。

“但我们不赞成斫琴之人面对市利诱
惑，急功近利，粗制滥造，这样是对传统文
化的毁灭和玷污。”孙海明说。

古琴热也不能离谱
“古琴热”标志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令

人兴奋，但古琴专家们却纷纷表示古琴发
展不能走偏。当下，学古琴已经和开会馆、
喝普洱、买 iPhone 一起被戏称为“新四大
俗”，而“要想出名快，弹古琴；要想赚钱快，
做古琴”的话也让很多古琴专家心里不是
滋味。

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周虹认为，目前河
南发展古琴不缺专业斫琴师，缺少的是专
业的古琴老师。我省音乐院校几乎没有设
置古琴专业，很多学了古琴的学生毕业后
去琴馆教学，这跟没找到工作差不多，限制
了古琴事业的发展。省音协副主席巩伟也
表示，古琴的发展学院派不能缺席，要引导
大众正确地认识古琴，同时把专业领域的
人团结起来，探索古琴发展的新路。

作为古琴传承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戴晓莲曾建议古琴爱好者“不要把古琴看
得高高在上，也不要把古琴当作避世的桃
花源，古琴热才不会变成过眼烟云”。对
此，中国古琴学会秘书长张子盛表示，首
届河南古琴艺术节将国内各地优秀琴人
聚集起来切磋交流，传承古琴文化、开阔
琴友眼界，对传承传统文化极有意义，也
为如何避免“古琴热”烧坏“雅趣”提供了积
极的探索。④4

本报讯（记者李若凡）1 月 12 日，河南体操
馆正式从晦暗的旧馆搬迁新馆，河南省体操中
心一并从北区迁回市内。新馆将成为国家体操
队新的训练基地之一。

新馆地处河南省体育场内，由原建于 1985
年的首届全国青运会训练馆改造而成，总面积
2100 平方米。“目前，场馆整体投资 1000 余万
元，设备可说全国一流。今年的冬训就在这个
场馆进行，孩子们不用再受冻了，训练起来不再
缩手缩脚。你看现在自由体操训练垫子都是国
外进口，内置弹簧，完全告别了以前的海绵垫，能
有效降低运动员受伤率。”体操中心主任陈皓说，

“2015 年全国少年体操赛总决赛在河南省体育
场内新改造的体操馆举行。这是全国少年体操
赛总决赛首次在河南举办，也是 2010 年河南省
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成立以来承办的第一个全国
性体操赛事。”

全国八运会后，河南省体操项目陷入低谷，
2000 年时甚至有一部分人转到天津训练，其余
辗转鹤壁，属于“半流浪”性质，一直到 2003 年
队伍才回到郑州，在省体育中心训练。2010 年
7 月，随着新领导班子到任，省体操中心正式成
立，是局属 10 个训练中心成立最晚的。面对中
心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局面，省体操中心提出

“不放弃、不服气、不泄气、要争气”的河南体操
精神。经过数年努力，河南体操从零做起成绩
不俗，年年有新突破。河南省体育局对体操项
目发展高度重视，不断加大对体操项目硬件设
施的投入力度，下大力气将省体育场综合训练
馆改造修建成一个高标准的体操训练馆。该馆
器材全部更换一新，舞蹈房、淋浴间、体能训练
室等一应俱全，硬件设施各方面均满足专业体
操训练要求，已得到国家体操队的认可，即将成
为国家体操队新的训练基地之一。④11

首届河南古琴艺术节再现古琴盛会

“古琴热”能否热得长久？
□本报记者 刘 洋

河南体操馆搬新家啦

小队员在新馆训练小队员在新馆训练。。⑤⑤44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铮铮 摄摄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经过 6
轮半个多月的客场征程，河南伊川
农商银行女篮的姑娘们终于“回
家”了，11 月 12 日晚，她们坐镇主场
洛阳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本
赛季 WCBA 第三阶段分段赛第九轮
的对手江苏女篮。面对曾在第三阶
段客场两胜的对手，河南女篮尽管前
三节打得有些拘谨，但最终还是依靠
防守及本土球员的发挥以 68∶66 战
胜江苏女篮，赢取三连胜。

当晚比赛开场后，主场作战的河
南女篮迟迟进入不了状态，反倒是江
苏女篮反客为主率先掌控了场上
的主动权。首节结束，河南女篮以
14∶23 落后；进入第二节，河南女篮
外援帕克开始找到手感，在她的带领
下，河南女篮单节打出 26∶17的攻击
波，半场结束时将比分追至40平。

下半场双方展开防守大战，尤
其是第三节在各自的严防死守下，
两队的单节得分均只有 10 分出头，
第三节结束时，江苏女篮 51∶50 领
先。关键的第四节，江苏女篮利用
出色的整体进攻一度取得 7 分的领
先优势，而河南女篮外援帕克的手感
又出现问题，无法持续得分。紧要关
头，“WCBA首届状元秀”黄品蓁以及
陈晓丽、吴迪、孙杰纷纷挺身而出，她
们在主场球迷的热情呐喊下愈战愈
勇，最终帮助河南女篮扭转劣势，以2
分的微弱优势取得胜利。

赛后，河南女篮主帅王晓梅表
示：“这场比赛我们的外援没有发
挥好，她在篮下好几个必进之球都
没有投进，好在最后阶段本土球员
发挥出色，我们顶住了压力取得了
最后的胜利。”④11

WCBA 第三阶段

河南女篮重回主场拿下三连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