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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托凶猛 建业当心！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22日至27日，
第十三届全运会射击（飞碟项目）的决赛将
在我省宜阳的凤凰岭射击射箭训练基地举
行，这也是我省首次承办全运会决赛阶段的
比赛。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24支代表队的
160多名运动员参加，河南射击队将有10名
队员参加6个项目金牌的争夺。据省射击运
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杨镇方介绍，自6月下旬开
始，河南射击队就在宜阳开始集训备战，包括
杨铱洋（左图）、王浩、武翠翠、周超以及杜宇在
内的诸多好手，都已经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了
最佳。不过他也表示，射击比赛除了实力外，
更重要的是心理素质的比拼，在积极备战的同
时，射击队也要做好队员们的减压工作。

目前，宜阳的赛事组委会已经做好了各
方面的准备工作，各支参赛队伍也已经陆续
抵达。根据赛程，首日比赛将决出女子飞碟
多向的金牌，而我省的武翠翠和周超在该项
目上都有争金的实力。⑥9

全运会射击（飞碟项目）决战即将打响

河南射手主场作战全力争金

7月 12日晚，大乐透第17080期开奖，全国中出4
注989万多元头奖。当期，河南濮阳一彩民中出53注
追加二等奖，总奖金达到618万多元。该彩民也因为一
个后区号码之差，与超过4亿元巨奖擦肩而过。

7月17日上午，中得这53注二等奖的王先生现身
省体彩中心领取大奖。据介绍，王先生买彩票十来年
了，大乐透是他经常购买的一种玩法。7月12日当天，
王先生来到濮阳市华龙区卫河路曲盘路交叉口附近的
4109020082体彩网点，看了看走势之后，选好2注号
码，以3倍追加投注的方式让销售员打了出来。拿到
彩票的王先生突然对第1注号码有了感觉，于是又让
销售员连着打了50倍。

据了解，王先生做生意这几年亏了本，中奖所得大
部分要用于偿还债务，所以并没有太大惊喜。在此，提
醒广大彩民，购彩需量力而行，理性投注。（杨慧明）

就这样与四亿擦肩而过

本报讯（记者 李悦）联赛 3∶0完
胜申花，足协杯又以同样的比分击溃
上港，4天之内天津权健让沪上双雄知
道了什么叫“最强升班马”，而昔日米
兰金童帕托更以 3 粒进球让对手胆
寒。天津权健以及帕托的“高光”表
现，同样给即将在7月23日迎来第18
轮联赛的河南建业带来了不小的压
力，如何去抑制权健的攻击群，是主队
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

防守稳固、反击犀利，是建业近几
轮联赛成绩反弹的最主要原因，但他
们也付出了戈麦斯等几大支柱人人身
背三张黄牌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
证明了建业的防守并非是无懈可击。
再仔细看看天津权健的中前场攻击
群，比利时国脚维特塞尔、巴西金童帕
托以及王永珀、孙可，四位名将在任何

一支中超球队里都能充当核心级球
员。更为可怕的是，已经重新找回状态
的帕托，如今远射、突破以及抢点样样
在行，正是应付防反球队的最大利器。

以往对付这种快速崛起的“黑马
型”球队，建业还可以依靠丰富的经
验以及整体配合与对手周旋，但面对
拥有不少中超名将的权健，更加年轻
的建业显然要比对手还“嫩”。最让
建业主帅亚森头疼的是，由于亚青
赛，主力攻击手胡靖航将缺席周末的
联赛，缺少了他的策应，建业的反击
威力也下滑了不少。在如此劣势下，
主场作战的建业就更需要摆正自己
的位置，把权健这匹疯狂的“升班
马”，当成亚冠级别的对手来应对，

“不输当赢”也是本场比赛最为实际
的目标。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7月 19日，中
国围棋甲级联赛展开第十一轮的较
量，河南队客场不敌杭州云林决破队，
遭遇三连败。

休战近一个月的围甲联赛于7月15
日、17日、19日连战三轮，由于主力外援
李世石回国参加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
标赛韩国队选拔赛而连续缺阵，河南队
实力大打折扣，此前的第九轮、第十轮，河
南队先后以两个0∶4负于广东队和重庆
队。本轮李世石继续缺阵，河南队由刘
星、廖行文、陈贤、刘曦出战，四盘棋与对

手战成2∶2，但由于作为主将的廖行文六
段输给了杭州云林决破队的主将、韩国
外援申真谞八段，河南队遂客场告负。

本轮的焦点之战，是刚刚夺得全
运会围棋男子专业组冠军、“人机大
战”失利后已经豪取 22连胜的柯洁，
执黑对阵前围棋等级分排名世界第一
的时越，最终时越辣手屠龙战胜柯洁，
终结了对手的连胜纪录。十一轮战
罢，河南队在 14 支队伍中暂列第 13
位。8月9日，河南队将在主场迎战目
前排名第4的中信北京队。⑥11

围甲战火重燃 河南三轮皆墨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
发展总体方案》、《教育部等 6部门关
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
见》精神，教育部在有关单位自主申
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推荐的基
础上，组织专家对各地申报推荐的特
色学校和试点县（区）进行了综合认
定，认定并命名6837所中小学校为“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33个县
（区）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

（区）”，并对名单进行了公布。我省共有
445 所 学
校成为足
球特色学
校，洛阳市
新安县成
为校园足
球 试 点
县。
（校足办）

教育部公布新一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试点县

7月 20日上午，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举重馆内，女子举重63公斤级全国冠军龙丁玲正在训
练，积极备战将于8月底至9月初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运会。本届全运会，河南在跆拳道、摔跤、
举重、拳击项目上一共拿到33个决赛阶段比赛的资格，上届全运会跆拳道女子67公斤级冠军郭耘
菲、古典式摔跤男子84公斤级冠军赵海军也都顺利通过了预选赛，即将踏上卫冕之旅。⑥11 本报
记者 黄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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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孙芳芳

7月 17日，骄阳似火。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平煤股份六矿文化广场里
300多平方米排练室内，集团豫剧二
团的演职人员说唱正酣。台下行内

“大咖”指导着这部由六矿自编自导自
演的大型豫剧现代戏《驻村书记》，小
到演员眼神，大到舞台背景，精益求
精，细致打磨。

这部以平顶山郏县冢头镇陈寨村
驻村第一书记徐克俭为原形创作的作
品，集精准扶贫典型塑造、党员先进性
教育、孝贤文化传播于一体，辅以优美
的唱腔、强烈的戏剧冲突，受到了广大
群众和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在去年荣
获“中国煤矿文联优秀剧目奖”之后，今
年4月又一举成为河南省第十一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戏剧类获
奖作品。

团长张小云告诉记者：“这不仅是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首次荣获河南省

‘五个一工程’奖，也是平顶山市时隔
12年，再次荣膺该奖项。”

一支基层剧团、一个煤矿企业、一
部普通现代戏，缘何摘得省“五个一工
程”奖？所到之处缘何如此受广大群
众的喜爱和追捧？它的背后有着怎样
的故事？带着疑问，记者走进了他们。

结缘！孝贤剧团排演孝
心示范村

“儿子我为报恩当驻村书记，就
应该顶天立地不负乡亲。我的娘啊
娘，您忍看满街荒草齐腰深，您忍看
到处墙塌屋没门，您忍看道路坑洼把
脚亘……”6月27日，在平顶山市艺术
中心，作为“中原文化大舞台”的参演
节目之一，《驻村书记》剧中主人公徐
心民感人至深的大孝大爱和勇于担当
的精神，让在场的观众无不动容落泪。

故事源于现实，来自于生活。集
团豫剧二团是在六矿青年豫剧团的基
础上，于2011年组建而成。在六矿感
恩孝贤文化的熏染下，它以善演孝贤
戏剧为特色，被群众誉为“孝贤剧团”，

先后排演了《温暖的大山》《风雪夜归
人》《爱心》等 19 部孝贤剧，其中《爱
心》在第四届中国煤矿艺术节上荣获
金奖。

2015年7月，该团在郏县演出时，
听闻当地冢头镇陈寨村有位驻村书
记，短短几年内，以发展绿色经济为载
体，以文兴村、以孝治家，冲破层层阻
力，克服重重困难，让“贫困村”走上致
富路，把一个落后村打造成了“中华孝
心示范村”“河南省生态文明村”“河南
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示范村”，便萌生
了以此人为原型，创作剧本的想法。

很快，该团团长张小云、编剧司花
枝、导演贾胜利、唱腔设计井占兴等主
创人员来到陈寨村采访，鲜活生动的
人物与细腻感人的细节扑面而来：

因为要改变家乡的穷困面貌，时
任县工商所所长的他，毅然回村干起
了驻村第一书记。

因为要建敬老院、村小学，他卖掉
自己城里的房子。

因为要建龙湖湾苗木基地，他不
顾家里反对，把亲戚家房产证拿去抵
押贷款，并跪请母亲支持……

采访期间，每一位主创人员都被
驻村第一书记徐克俭的先进事迹深深
感动着。“典型就在我们身边，榜样就
在我们眼前。徐书记真正做到了心中
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履行了‘小孝孝父母、中孝孝乡亲、大
孝孝社会’的庄严承诺。作为文艺从
业者，我们有责任做好时代的传声
筒。”创作中的司花枝，常常是双眼噙
满了泪水。

30天！《驻村书记》就搬
上舞台

2015年 8月 26日，对于陈寨村来
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
华孝心示范村”在这里正式揭牌；对于
豫剧二团来说，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驻村书记》首场演出在郏县大
剧院拉开帷幕。当台下报以热烈掌声
的时候，全体创作人员和演职人员欣
然地笑了，感觉一切的付出都值了。

7天的废寝忘食，司花枝创作出了

剧本初稿；4天 4夜的不眠不休，井占
兴完成了编曲；19天的轮番排练，演
员们拿下剧本，将《驻村书记》搬上了
舞台。

有了初稿，但为了达到更好的艺
术效果，主创人员对《驻村书记》也在
不断斟酌修改。邀请相关部门领导看
剧本提意见，组织戏曲专家现场指导，
一次次的完善和提高，增强了该剧的
政治性、艺术性和观赏性。

不仅如此，该戏的编曲也是精益
求精。编排期间，所有演职人员吃住
在矿，井占兴常常是一边哼唱，一边写
简谱，这边刚写完一场，演员就过来学
唱。他一句一句地教，演员们边学边
用手机录。等演员练习时，他再接着
写下一场。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井占兴说：
“编曲就像写作一样，也需要灵感。实
在是累了，就躺在沙发上眯一会儿。
有时候睡梦里脑子里还会蹦出几句曲
来，醒来赶紧记到本子上。”

经过紧张的筹备，《驻村书记》雏
形初现，导演贾胜利在排戏时，又进行
了二度创作。“一部130分钟的大型现
代戏，我们通常要用二三个月的时间
进行准备，然而这次我们仅用了 30
天，就将剧本以舞台化、立体化的方式
呈现出来。”张小云淡定的笑容中透着
坚毅。

感人！成功路上多艰辛

走进六矿文化广场内的储物间，
这里摆放的大大小小的箱子足有 60
来个，里面装着道具、衣服、舞台背景，
每个箱子多则 200斤重，少则百十斤
重。

贾胜利告诉记者：“我们每次出去
演出，都要在外面待上三四天。除了
这些箱子和舞台搭架外，每个演员还
要带上一个行军床。咱们团 35名成
员，男同志仅有 8名。他们不仅是演
员，还是搬运工。”

为了取得良好的演出效果，演职
人员吃尽了苦头。徐心民饰演者刘会
超清楚地记得，今年 2月份在郏县安
良镇牛庄村演出时的窘迫。连夜辛苦
搭建的舞台，凌晨4点钟被一阵狂风，
毫不留情地全盘掀起，眼看着 8点钟
演出就要开始，全体演职人员顾不得
休息，顶着寒风重新搭建。

由于场景的设置，剧里的演员全
部身着夏装。寒冬腊月，在农村户外
演出时，演员们上台前总是先喝点热
茶来暖身；台上尽管浑身直起鸡皮疙
瘩，但他们仍忘情地投入戏中。晚上
休息时，几个男演员直接睡在舞台上，
看管道具；女演员则在当地找所学校

或没人住的空屋凑合一晚。
在煤炭市场依然困难的条件下，

《驻村书记》全体演职人员甘苦自知：
为了减少开支，一幅幅亮丽的舞台背
景画面是他们自己绘制而成；一件件
舞台道具是他们买来材料亲自打磨；
一个个群众演员是由矿上舞蹈协会会
员来饰演；130分钟的演出，6场戏仅
有 3个舞台背景画面，全靠道具的变
换来改变场景……

当这部精品戏剧受到众人瞩目
时，我们不能忘记，《驻村书记》成功的
背后，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就像剧
中徐心民一样，克服重重困难：

作为男一号，刘会超的台词最
多。在唱腔还没出来时，他就开始
苦背台词。首场演出前由于连续熬
夜，嗓子上火发不出声来，他不得不
靠副作用极大的强的松来刺激嗓子
发音。

饰演徐心民妻子的杨利通常是女
扮男装，扮演古装戏里的小生。为改
变唱腔，她日夜苦练，就连做饭时也不
停歇。儿子说：“妈妈，你总是哼哼唧
唧，是不是神经了？”

演员孙二丽在一场戏切光换景
时，跟同事们一起搬道具砸到了脚。
但舞台上一个萝卜一个坑，马上还要
上场，为了不影响整场戏演出，孙二丽
强忍疼痛，继续登台表演。

年近六旬的井占兴既是编曲，又
是二胡师傅。一次，在搭建舞台时，被
钢架打住了手。演出中，他用瑟瑟发
抖的手坚持拉着弦子，疼得无法忍受
时，便让人涂些止疼药膏。

王素青刚添了一个孙女，本来
要在家照顾孩子。但只要剧团有演
出，她就一定参加，从来没有推辞过
一场。

韩爱香在排演期间，父亲和婆婆
相继离世。但办完丧事后，第二天她
就出现在了舞台上。

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只因为徐
克俭的精神在感召着，激励着。

了不起！困境中的精品大戏

困境中的精品大戏，进一步影响

激励了更多的党员干部，受到职工群
众的广泛认可。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六矿
党委把《驻村书记》作为煤炭行业困难
形势下深入开展“两学一做”的重要载
体之一，观看该剧的党员干部纷纷写
出观后感。通过丰富“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内容，坚持典型引领，《驻村书记》
为打造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
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党员
干部队伍，推动六矿安全高效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今年1月3日，集团豫剧二团受集
团组织部的委托，来到集团对口扶贫
点——叶县常村镇柴巴村，为当地的
父老乡亲倾情表演了《驻村书记》，村
民深受感动。

演出结束后，该村村民纷纷感慨：
“戏中的孝心村，我们向往；戏中的驻
村书记徐心民，我们爱戴！”该村的驻
村第一书记雷超感言：“看了这部剧，
我非常振奋，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我心
中奔涌，我要为提高父老乡亲的幸福
指数而努力！”

截至目前，该剧在平顶山、郑州、
许昌等地演出了 183场，几乎场场爆
满，好评如潮。前不久，在市文化艺术
中心，《驻村书记》还登上了由省委宣
传部等主办的“中原文化大舞台”，并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作为“中原文化
大舞台”入选剧目，进行多场演出，为
广大市民奉上精品艺术大餐。

就在《驻村书记》送到省里参加河
南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评选时，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
席、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李树建对
这部戏给予了高度评价：“煤矿企业在
这两年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能自编、自
导、自演这么一部精品大戏，实在是了
不起！了不起！”

“这部戏树立了‘四有’干部的典
范，相信它将激励更多的驻村书记勇
敢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历史使
命，成为党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领头雁和报春花。”六矿党委书记王
长平说,“虽然我们已经拿下了省‘五
个一工程’奖，但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
部戏，精益求精，勇攀高峰，为更多的
观众奉献精神食粮。”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六矿大型豫剧《驻村书记》荣获省“五个一工程”奖

梨花香自“煤海”来

剧中主人公徐心民为村民协调解决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问题 梅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