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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江苏来的”“我是云南来的”“我来
自香港……”昨日是“花妖（国际）游戏动漫音
乐嘉年华”郑州站演出第二天，演出地点方特
欢乐世界也成为年轻人欢聚的海洋。伴着深
秋的风雨，为梦想和自由而聚首的观众，心与
心贴得更近。

正如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海
燕一般，怀揣梦想、热爱音乐的人们怎会因天
气就放弃期盼已久的音乐盛会？更何况，昨日
上场的歌手一个个都是粉丝心中一呼百应的
偶像，双鱼座、蜜糖先生、司马宁波、新花儿、马
頔和压轴上场的杨宗纬，从《彩虹之路》到《谁

用歌声诉说》，从大家耳熟能详的《南山南》到
杨宗纬的《我变了我没变》，每一首歌伴着歌手
动情的演绎，给现场观众深切的感动和激励。

“我觉得花妖音乐节跟其他音乐节相比，
就是好玩，更有活力、也更有魅力！”多次参加
迷途、草莓等音乐节的歌手杨明毅告诉记者，

“花妖”的灵魂是年轻时尚，活力无限，有人说
它混搭、跨界，但无论怎样，给年轻人精神的吸
引和震撼乃至洗礼，就完成了“花妖”郑州站演
出的使命。演出现场，杨明毅带来的《根儿》

《一位老人》《我看见》等作品，短时间内就一举
击败冷风，点燃了歌迷周身的热情，情不自禁

地跟着他大声唱将起来。
第一次到郑州演出的乐手路路是“女子十

二乐坊”的成员，她告诉记者，原来没有想到郑
州是这么时尚大气的城市，街道整洁、现代，观
众也非常热情，令她深受感动。

“我这次主要是来看杨宗纬的！”“我最想
看到尧十三！”“音乐节的歌手我都喜欢，都想
看！”……音乐节现场，每一位观众都能呼喊出
心中偶像的名字，因为音乐、因为“花妖”，他们
在郑州相遇，也更加期待和享受“花妖”带来的
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 李 焱 图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文/图）一场
大雨中的激战，让中原球迷铁杆寒意
浓浓。昨天下午，建业坐镇航海体育
场迎战濒临降级的“副班长”石家庄永
昌，经过 90 分钟雨中激战，建业队上下
半场两次低级失误让客队的马修斯和
赵荣亨分别打进一球，最终建业队在
魔鬼主场 0∶2 窝囊负于对手，让石家庄
永昌取得宝贵 3 分，让客队避免了提前
降级的噩运。伴随着另一支保级球队
长春亚泰 1∶0 击败辽宁宏运，中超保级
悬念仍然无法解开。

从比赛之前的积分榜来看，石家庄
永昌和长春亚泰是最危险的。前者比
中超排名倒数第 3 的杭州绿城少 5 分，
后者则比杭州绿城少 3 分。要想保级
成功，石家庄永昌和长春亚泰最后 3 轮
必须拿下至少两场胜利。上轮石家庄
永昌主场 0∶6 惨败给广州恒大，给球员
心理上带来致命的打击。本场比赛，主
场作战的建业队可谓志在必得，派出伊
沃、哈维尔、奥斯曼、萨马尔季奇以及国
产 全 部 主 力 登 场 ，然 而 开 场 仅 仅 5 分
钟，客队李春郁中圈一脚长传，建业防
守队员李晓明一个业余的失误，让外援
马修斯单刀直入，面对建业门将吴龑机
智挑射破门，石家庄永昌以 1∶0 取得梦
幻般开局。过早的进球让建业队如梦
初醒，开始频频威胁对手的大门。第 35
分钟，禁区左肋伊沃得球直接打门，球
打到横梁弹出，禁区右肋尹鸿博拿到，

晃开角度打门，球被李春郁封堵。第 43
分钟，又是伊沃跟进得球左脚怒射，球
被关震扑一下后击中立柱出。上半场，
石家庄永昌幸运以 1∶0领先。

易地再战，建业用钟晋宝替下李晓
明加强进攻，急于扳平比分的建业队明
显急躁，倒是稳扎稳打的永昌队反击更
具威胁。第 79 分钟，永昌队获得任意
球机会，右侧前场任意球开到禁区，赵
荣亨禁区左侧抽射破门，最终将 2∶0 的

胜利果实保持到终场结束。
10 月 26 日，建业将继续坐镇主场，

与长春亚泰过招，不知中原子弟兵是不
是会再次扮演“雪中送炭”的角色。

昨日的凄雨冷风中仍然有大批痴
心球迷来到航海体育场为建业加油，球
迷还特别制作了巨幅 TIFO，挽留建业
最有价值球员、中场核心伊沃。据悉，
伊沃与建业的合同赛季结束后就将到
期，续约工作如今尚未完成。

建业雨中两球不敌“副班长”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河南将为全世界竞技
武术的爱好者打造一个“家”。21 日，世界功夫中
心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奠基，该项目旨在更好地
传承竞技武术精髓，扩大对外文化交流。

坐落于平原示范区核心区域的世界功夫中心
计划总建筑面积三万余平方米，总投资 2 亿元。
其中，演播中心用于大型直播、录制播出赛事；训
练中心面积 6503 平方米，搏击训练场馆能同时容
纳数十家俱乐部进行教学训练，搏击俱乐部联盟

“勇士荣耀联盟”总部也将入驻。
据介绍，建成后的世界功夫中心将集演播中

心、训练中心、商务中心为一体，致力打造中国一
流的竞技武术交流中心，更好地展现中国力量。

世界功夫中心落户平原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10 月 29 日~12 月 31 日，“2016 全球中
国 Global China 当代艺术展”将在被誉为“中原第一高楼”的郑
东绿地中心双子塔举行，届时将有 80 余位国内外优秀艺术家的
数百件当代艺术佳作展出，堪称一场当代艺术饕餮盛筵。

据介绍，此次参展艺术家涵盖中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
利、加拿大、瑞典、捷克、波多黎各等多个国家的优秀的当代艺术
家，作品类别涵盖油画、雕塑、影像、装置等多个门类。展览通过
对大量优秀当代艺术创作的展示，对“中国式”当代艺术进行学
术上的梳理，展览分为三个章节六个板块：“记忆”——记忆图
式、经典转换；“现实”——社会实证、日常异常；“未来”——科技
未来、影像意象。其中，“记忆篇”关注经典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历
史资源的当代转换，“现实篇”关注当代艺术家对现实生存感受
和观念的表达，“未来篇”是对将来的预设与想象。

本次全球中国 Global China 当代艺术展由绿地集团主办，
上海自然戒艺术中心承办，由著名艺术与建筑史学者、中国艺术
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贤担任学术顾问，著名艺术
批评家、第 55 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中央美院美术馆
学术部主任王春辰教授担任学术主持，知名策展人蒋非默、王泊
乔、张海涛联合策展。

全球中国艺术展将在郑举行
“中原第一高楼”迎饕餮盛筵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昨日从河南省文化厅获悉，2016
年河南中小文化企业投融资路演暨项目推介活动将于 10 月 25
日至 26 日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将以“深化新合作、共谋新发
展”为主题，组织全省优秀中小文化企业集中进行投融资路演和
项目推介活动，与省内外金融投资机构共谋文化金融合作发展
大计。

据筹委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印发《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方案》的
通知精神，通过组织文化企业与金融投资机构面对面沟通对接，
破解中小文化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这一瓶颈问题，加快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活动期间，
将有众多国内知名金融投资机构、全省部分中小文化企业、各省
辖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出席，安排有文化企业投融资务
实专题讲座、中小文化企业投融资路演活动、融资项目对接洽谈
会等系列活动。

本届活动由河南省文化厅主办，郑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郑州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承办，郑州漫高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漫维出版传媒有限公
司协办，中国高新区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平台支持。据
悉，活动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筹委会各成员单位将以崭新的
面貌、优质的服务为各界嘉宾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

文化金融大咖汇集郑州
助推河南文化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文化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
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甘肃省文化
厅、河南省文化厅协办，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中国对外艺术展览
有限公司承办的“2016 港澳视觉艺术双年展”正在河南省美术
馆展出。

港澳视觉艺术双年展自 2008 年首次举办，2012 年正式确立
双年展机制，今年已进入第五届。从历届展出的书法绘画、当代
艺术、平面设计、摄影，到此次展览的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展览反
映并回应着时代，显示出港澳视觉艺术行进的轨迹与趋势。

据介绍，“2016 港澳视觉艺术双年展”以“互动时代”为主
题，于今年 9月 1日在北京开幕，此后到甘肃敦煌进行展览，郑州
是第三站。展览采用了新媒体艺术与设计手段，通过互动装置、
概念影像、动画设计、光影表演等多种方式，展现了香港和澳门
既国际化又本土化的创作活力和多元文化特色，向观众呈现了
香港、澳门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及作品。

据了解，该展览将持续至 10月 29日，市民可免费参观。

港澳视觉艺术双年展来郑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省体育局着力打造的少林足球终于
又迈出实质性一步，22 日上午，少林塔沟武术学校·少林足球训
练基地与英国 CEC 教育公司合作签约仪式在塔沟武校隆重举
行。今后，由塔沟武校承担的河南省青少年少林足球训练基地
将正式进入“洋教练”时代。

英国 CEC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是全球性的教育咨询组织机
构，足球外教资源丰富，省体育局从 CEC 引进了来自西班牙长
期执教职业青少年足球培训的克里斯琴·多奈尔、马特乌·穆尼
奥斯、维克托·多尼特、奥里奥尔·鲁伊斯·普约尔四人组成的优
秀外教团队，负责基地的足球训练、足球赛事、人才培养、梯队建
设等方面的具体事宜。

塔沟武校签约英国CEC
少林足球迎来“洋面孔”

本报讯（记者 陈凯）上周六晚，本赛季全国女子甲级联赛
（WCBA）展开了常规赛第一阶段分区赛第四轮的争夺。做客
成都的河南伊川农商银行女篮本轮挑战四川女篮，双方经过四
节及一个加时的苦战，最终，河南女篮以 103∶89 战胜四川女篮，
勇夺四连胜的同时，继续领跑南区积分榜，并成为目前为止南、
北两区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

比赛开始后，主场作战的四川女篮打得十分顽强，尤其是该
队外援多尔森拼劲十足，全场贡献了 26分外加 20个篮板的大号

“两双”，她在与河南女篮外援切尼·奥胡米克的较量中丝毫不处
下风。不过，切尼的得分能力更强，是役，她砍下了全场最高的
36 分和 14 个篮板。除了两位外援表现抢眼外，河南女篮和四川
女篮各自的本土球员也发挥出色，常规时间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并在第四节结束时战成 85平。

进入加时赛后，河南女篮逐渐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球队打
出 18∶4的攻击波，最终以 103∶89战胜四川女篮，勇夺四连胜。

河南女篮勇夺四连胜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日前，由河南省老新闻
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省会老新闻出版工作者第七届

“长征杯”乒乓球赛落下帷幕。郑州报业集团在本
次比赛中发挥出色，不仅摘得女子团体冠军，还在
女子个人比赛中，集团退休职工朱豫珠摘得女子
单打桂冠，此外郑报集团还取得男子团体亚军，冠
军被河南报业集团队摘走，男子单打冠军也被河
南报业集团的王有方捧走。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省会新闻战线的老新闻工
作者参赛，参赛队伍包括省报业集团、省新闻出版
局、省广电集团、郑州报业集团、郑州文广新局等
新闻出版单位的 13支球队 60多名运动员参赛，大
家通过比赛切磋技艺，增加了友谊，更强健了老年
人的体魄。

省老新闻工作者赛乒乓

恒
大
夺
冠

随着主场1∶1战平延边，恒大
提前两轮锁定2016赛季中超冠军，
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六连冠纪录。保
利尼奥（下图左三）上半场补时阶段
为恒大首开纪录，延边下半场89分
钟扳平比分，让恒大的夺冠之夜显
得有些不够完美。

新华社发

里皮现身
前一晚跟中国足协签约、正式就任国足主帅的

里皮昨晚也出现在恒大的比赛现场，见证昔日弟子
拿下六连冠的历史性时刻，这六连冠中的三个是在
里皮的带领下获得的。当然，就任国足主帅之后，恒
大的诸多国脚又将在里皮的指挥下战斗，里皮此来
也肩负着考察队员的任务。 新华社发

风雨无阻看风雨无阻看““花妖花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