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晖）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
幕式 100 天倒计时活动，5 月 31 日
在郑东新区如意湖广场举办。本
次活动由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运动会执委会、中共郑州市委宣传
部、郑州市公安局、郑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主办，旨在扩大宣传面、
提高知晓率，汇聚人人参与、人人支
持的强大合力。

据了解，主办方在如意湖广场
设置了开幕式 100 天倒计时牌，倒
计时活动除了举行揭幕仪式，还有
民族文艺演出，节目主要是全国及
省级比赛中获奖的中国民族民间艺
术作品、国内知名媒体及栏目播出
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优秀作品。此
外，主办方还组织了民族运动会知
识展示、向市民发放宣传册（单）和
纪念小礼品等系列活动，为民族运

动会宣传造势。
据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

会执委会大型活动部负责人介绍，举
办倒计时活动是动员市民知晓运动
会、参与运动会的实际举措。使广大
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
人们对“奋进新时代、中原更出彩”的
憧憬和信心。

另据了解，本次运动会城市志愿
者招募工作也已正式开始，郑州市计

划招募 2万名城市志愿者，开展信息
咨询、文明引导、清洁家园、文化展
示、群防群治、应急服务等城市志愿
服务项目，并通过志愿者热情、细致
周到的服务，提升运动会的整体办会
水准，体现河南、郑州志愿服务的专
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水平。

志愿者招募的详情，请登录第十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官方网站及“志愿郑州”网站。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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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倒计时100天，招志愿者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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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战恒大“山哥”想复仇

河南两玫瑰 出征女足世界杯

端午来“楚国”
体验风情龙舟

本报讯（记者 李悦）5月 30日，记者
从河南徽商女足俱乐部获悉，在新近出
炉的中国女足出征世界杯 23人最终名
单里，河南的两朵玫瑰娄佳惠和王莹双
双入选，在法国女足世界杯的赛场上，她
们将分别身披 4 号和 14 号球衣为国征
战。除了娄佳惠和王莹外，目前在河南效
力的尼日利亚外援艾比和维拉也分别入
选了尼日利亚国家队参加本届世界杯。

在这届出征世界杯的中国女足名单
中，一贯善于培养新人的贾秀全，却谨慎
地将老将作为主力班底，23人里只有罗
桂平和刘艳秋没有国家队的经历。目前
正在法国带队备战的贾秀全也表示，希

望球队的老将能够撑起世界杯的场面。
对于已经有十多年国脚资历的娄佳

惠来说，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代表国家
队征战世界杯赛场，身经百战的她也没
有感觉到过多的压力，只是表示正常发
挥出自己的水平就行。至于今年被租借
到武汉女足的王莹，这次是她第一次登
上世界杯的舞台，通过世界大赛，在国家
队找到自己的位置，是王莹本次出征的
首要目标。

根据赛程，中国女足本届世界杯与
德国队、西班牙队、南非队同组，而6月 8
日首战，她们就将对阵实力最强的德国
女足。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带着两胜一平
一负的战绩，结束了 5月征程的河南建
业，排名暂时位居联赛第十。不过，仅比
降级区高四分的他们，依然不敢有丝毫
懈怠，对于6月 2日主场与广州恒大的比
赛，河南建业也是众志成城，一心想在主
场力争三分。

面对中超多年的霸主广州恒大，虽然
河南建业经常能扮演“巨人杀手”的角色，
但对于主教练王宝山来说，这却是他心中
一道不小的伤疤。在2015年，也就是王宝
山率领重庆队回到中超的第一个赛季，做

客天河的他，被广州恒大无情地灌了7个
球，0∶7的比分也创下了王宝山执教生涯
最大的输球纪录。被球迷们戏称为“山哥”
的王宝山，骨子里就带着一股西北汉子不
服输的劲头，带领建业再次遇上恒大，于情
于理，“山哥”都应该不会轻言放弃。

目前，建业的一大利好消息，就是外
援伊沃和队长顾操将在本轮同时复出，
攻防两个核心的双双回归，不仅让球队
的实力有所提升，更增强了队员的自信
心，这也是他们敢于在主场与恒大队一
掰手腕的底气所在。⑥9

5 月 22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19058
期开奖，当期全国共开出 5注头奖，其中
2注 1000万基本投注一等奖花落我省南
阳。5月 24日，大奖得主赵先生现身河
南省体彩中心领奖。他的中奖彩票是一
张2倍投注的7+2复式票，花费84元，除
了命中 2注一等奖，还中出多注固定奖，
单票奖金2006万多元。

半年前，赵先生受朋友影响开始买
彩票，一开始就是“随大流”后来自己开
始研究走势图。说起选号，赵先生自豪
地说：“我选后区号码特别准，小奖天天
有，好多人都想跟着我一起买。”赵先生
平常喜欢用复式的投注方法，因为多选
一注多一分希望。当被问到为何没有追
加投注时，他说：“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大

奖，日常收获点小奖就已经很开心了，知
足常乐！”

据了解，赵先生在南阳投资玉器生
意，经济条件不错，但仍然保持理性购
彩，每天不超过两百元。热心的他经常
帮助身边的亲戚朋友，“这次中奖了，一
家老小都可高兴了，回去打算做点公益，
帮助有困难的人。” （杨惠明）

南阳中奖者的“彩票经”：

知足常乐理性购彩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杨振
辉）5月 30日，记者从南阳市获悉，第
二届“龙行中原”河南省全民龙舟大赛
（淅川站）将于6月 3日至4日，在淅川
县灌河景区城区段进行。

“龙行中原”河南省全民龙舟大赛
是在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体育总会
的倡议下，由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
心和河南省龙狮龙舟协会于 2018年
创办，各县、市申请承办，共同办赛。
今年举办的是第二届赛事，共设 5个
赛区，淅川申办的是第二站。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次“龙行中
原”淅川站龙舟赛设省市公开组、南阳
市公开组、淅川本地组三个组别，设置
大小18个奖项，最高奖金5000元，目
前有49支代表队报名参赛。

另外，赛事举办期间，淅川县还将
同时举办旅游惠民活动、摄影大赛、美
食节等活动，将赛事办成游客的嘉年
华。淅川县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始都丹
阳所在地，据史料记载，爱国诗人屈原
在此，写下了悲壮激昂的千古名篇《国
殇》。赛龙舟作为祭祀屈原最重要的
民俗活动，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淅川
县政府负责人表示：“端午节前在淅川
举办龙舟大赛，就是为了依托丰富的
旅游资源，探索推进体旅融合，打造淅
川乃至我省的龙舟赛事品牌。”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马云集结
众多功夫明星、通过电影《功守道》
推出的“新项目”——功守道，5月
28日亮相太极之乡河南温县陈家
沟太极拳文化交流中心（上图），让
众多功夫粉丝一睹真容。

据介绍，功守道是马云和李连
杰共同创立的一个集竞技活动、体
育赛事及衍生产品于一体的全新民
族体育 IP。它以太极为基础，将中

国传统武术与现代体育竞技相结
合，并制定了全新的比赛规则。

功守道CEO李峰称，功守道与
太极有着深厚的渊源，功守道源于
太极，现在又回到太极拳的发源地
陈家沟，与温县达成深度合作，共同
举办“功守道城市功夫大会”，目的
在于让功守道赛事常规化、全民化，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同时也希
望促进温县陈家沟文化旅游和文体

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比赛是功守道城市大会

的首场晋级赛，也是功守道首场专
业赛事。参赛选手主要是来自各大
武校的太极拳练习者，他们经过培
训，已经成为专业的功守道运动
员。最终，6名选手获得了直接晋
级总决赛的资格。功守道总教练、
太极拳世界冠军王占海为晋级选手
颁奖。⑥11

马云的“功守道”亮相陈家沟

近年来，省文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承担起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
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用长期坚持
做好培根铸魂工作，写下文艺事业重要篇章。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通过开展大型系列
主题文艺活动、引进全国文艺品牌落户、组织
主题文艺精品创作、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共同呼应时代主题。近五年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举办大型主题文艺活动 200余场、
中小型文艺活动1000余场；一大批全国重要
文艺活动在河南举办；一大批精品力作竞相
涌现；一大批知名优秀传统文化品牌活动开
展得如火如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服务意识、坚
持文艺为民，扎实推进“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累计组织省直 220 名作
家、艺术家深入到乡镇、农村、厂矿、企业蹲
点生活，把创作采风、汲取营养、锤炼品格与
服务基层、扶贫助困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出
版深扎文丛 30 卷，举办深扎系列作品汇报
展；坚持打造“百花回报沃土”“到人民中去”

“送欢乐，下基层”等文艺惠民品牌；开展 28
项文艺扶贫扶志活动，近千名文艺家参与，
数万名群众受益。推动文艺支教、文艺志愿
服务等活动常态化。170 余名文艺志愿者
参加文艺支教，4万学生受益；培训近 2000
名乡村艺术教师、基层文艺骨干。全省
7300余名文艺志愿者注册，开展 8700余次
文艺志愿服务，8 万余名文艺志愿者参与，
80万群众受益。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树立出精品、出
经典的目标，集聚优势资源，做好统筹规划，
提供条件保障，积极跟踪推进，各文艺门类形
成了精品迭出的良好局面。李佩甫长篇小说
《生命册》获第 9届茅盾文学奖，实现河南本
土作家在该奖项零的突破。近百部作品荣获
中宣部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各文
艺门类最高专业奖。30余部作品入选国家
重点扶持项目。“中原作家群”“中原书风”“中
原画风”“我们的节日”“油画中原”“黄河戏剧
节”等一批文艺品牌更加闪亮。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抓好政治导
向、加强人才培养，打造一支德艺双馨的文
艺豫军。分期对我省 1.5万余名文艺骨干
和文艺管理者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培训，强化思想引领，凝聚思
想力量。邵丽、李树建、宋华平、刘鲁豫、范
军、付继恩、程健君等进入全国文艺家协会
主席团。3人荣获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
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人
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7
人入选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
才。

火热实践辉映担当作为，河南文学、戏
剧、音乐、美术、书法、摄影、曲艺、影视、舞
蹈、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等各个艺术
门类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文艺志愿服务蓬
勃开展、成果丰硕。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中
原大地留下了芬芳的足迹，并将继续为河
南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为中原更加出彩谱
写时代华章。 图文由省文联提供河南杂技节目《传承》

省舞协举办花儿朵朵少儿舞蹈展演

省曲协主办的第12届马街书会曲艺节目展演

省民协举办的传统节日活动

省文联八届主席团成员

深扎主题实践活动启动仪式

省美协助残扶贫创作笔会

培根铸魂 河南文联谱写时代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