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周口专电（记者 陈凯 文/
图）激情的挥拍，热情的呐喊……
昨天的周口西华县体育馆“热闹”
非凡，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社
会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组乒
乓球项目的比赛，在这里激战正
酣。在当日结束的比赛中，郑州
市乒乓球队的刘毅、石丹分获男、
女青壮组单打冠军，同时队伍共
计获得了 7个男、女青壮组单打项
目的一等奖。

本届省运会省辖市县组比赛
设有青壮组和长青组两大组别，均
设有男、女团体，男、女单打各四个
项目。比赛共吸引了来自我省省
辖市、省直管县（市）27 支代表队
的 353名选手参赛，全部比赛将于

20 日结束。据了解，参加本次比
赛选手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既有企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也有退休的
职工，还有普通群众。值得一提的
是，不少符合参赛条件的已经退役
的专业运动员也纷纷参加本次比
赛，使得竞争异常激烈。郑州市共
派出了 8男 8女共 16名选手参加
本次比赛全部组别和项目的角逐，
在昨日结束的男、女青壮组单打比
赛中，刘毅和梁科文分获男子青壮
组的冠军和季军；石丹和孟玲玲则
包揽了女子青壮组的冠、亚军。根
据本次比赛相关竞赛规程规定，
男、女单打项目分别排名前 14名
和前 11 名的选手都将获得一等
奖。这样一来，除了已经获得前三

名的选手外，我市还有晋辉、孟仲
祎两位男选手和张沂星一位女选
手获得了男、女青壮组单打项目的
一等奖。

乒乓球项目在我市有着光荣
的传统，曾走出过“乒坛女皇”邓亚
萍这样的实力派人物，同时乒乓球
项目在我市也有着深厚的群众基
础，本届省运会省辖市县组乒乓球
比赛首战告捷，正是对我市乒乓球
项目广泛开展的最好褒奖。郑州
市乒乓球队领队史蕾告诉记者，本
次乒乓球比赛后面的焦点主要集
中在 15日和 20日的上午，15日将
进行男、女青壮组团体决赛；20日
则将展开男、女长青组团体决赛的
争夺。

省运会省辖市县组乒乓球比赛
郑州选手包揽青壮组单打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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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工匠精神 构筑文化高地

初见 优秀人才挑进玉雕厂

1953 年出生于郑州新密的赵国安刚
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并不是玉雕而是“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在三尺讲台耕耘 4
年后，迅速成长为优秀的教师人才、备受
赞誉。恰逢当时中国经济外汇需求量大，
玉雕又是换取外汇最为热门的行业，新密
当地的玉雕厂就成为人才的聚集地，24岁
的赵国安也因此被选拔到了玉雕厂工
作。“那个时候玉雕厂也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学习方法，除了派人出去学习，也
请北京玉雕厂的老艺人来新密带徒弟。”
赵国安回忆，在玉石上雕刻之前需要画设
计图，一般初学者需要画 5至 10遍才能完
工，他只跟着老师只看一遍，剩下的就能
自己摸索着画图样、雕刻完工。短短几
年，赵国安在业内小有名气，成为极具培

养前途的玉雕新星。
“在玉雕厂 4年，第二年我就开始带徒

弟，有的徒弟比我年龄还大。”回想起成长
历程，赵国安把自己的快速成长归功于高
中时期练就的临摹能力，以及十几岁就能
单独打制一套家具的动手能力：“学习要
靠自己。如果只跟着老师学，学到的只会
比老师差，但跟着社会学，多思考、勤观
察，成为一个‘有心人’，就能发现不一样
的内容。”

无论是当老师还是进军玉雕业，赵国
安都有一股“干一行爱一行”的热情，在玉
雕厂更是成天趴到车床上苦思冥想，拿着
石头比什么都亲。凭借着这股干劲，赵国
安先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家”“河南省工
艺美术大师”“河南省玉雕大师”“河南省技
术能手”“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等称号，成为
玉雕界响当当的代表性人物。

沉淀 赋予玉石活的“灵魂”

在玉雕界 40多年，“功成名就”的赵国
安在时间的考验下也沉淀出自己的“成功
秘籍”，那就是赋予每件作品、赋予冰冷的
玉石生动鲜活的灵魂。《脱颖而出》和《蝶恋
花》是赵国安具有代表性的两件作品，造型
上一为小鸡出壳，一为翩翩蝴蝶流连花间，
谁能想到，这两件屡获国家级大奖的作品，
原材料都是别人扔掉的“废料”！“《脱颖而
出》是 1996 年时我给香港加工的作品，巴
掌大的石料很不起眼，外表看起来脏脏的，
对方要把它扔掉，被我捡回来了。”赵国安
回忆，《蝶恋花》的材料也是内有空腔、其貌
不扬，但他还是细心地发现了两块石料中
间出现的俏色。在赵国安看来，玉雕“手艺
人”卖的不是玉料，而是“手艺”，是凝聚于
玉石中的艺术思想、审美品位，只有赋予石

料不一样的精神内涵，作品才有了独特的
灵魂，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就这样，
赵国安别具匠心地设计出了《蝶恋花》：石
料底部看起来“脏脏”的地方被处理成点点
花蕊，黄色花瓣上亭亭玉立着紫色的蝴蝶，
似乎一动就要翩然飞舞……

发力 行业发展扬帆待发

在玉雕界驰骋 40余年，赵国安最关心
的不是自己的名利地位，而是整个密玉事
业的发展。“从黄帝‘密山探玉’至今，密玉
的历史已有 5000年。但历经浮沉，密玉作
为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当前并没有取得与
之相对应的地位。”赵国安坦言，接下来，他
不仅要做好自己的事业发展，还要带领行
业内的其他人员，创作出具有代表性的密
玉作品，把新密玉文化产业发扬光大。

上世纪 80年代，玉雕市场生产销售走
入低谷，大部分玉雕人员纷纷改行、玉雕厂
相继倒闭。在困难的时刻，赵国安另辟蹊
径，与香港、台湾玉雕同行一起与巴西方面
合作，开展玛瑙水胆产品设计、制作、销售的
联合业务，一举挽救了低谷中的新密玉雕产
业，带动了产业发展。当前，在赵国安持续
积极呼吁下，位于新密、占地3360亩的中原
文博园正在计划建设中，“新密大部分玉雕
从业人员都在外地打工，文博园的建设就是

‘筑巢引凤’，吸引大家回来在自己家门口创
业，也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要发展，人才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
赵国安毫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思想，
而是对徒弟们倾囊相授，据粗略统计，赵国
安先后带徒 800余人，遍布全国各地，培养
中华玉雕艺术大师、省工艺美术大师、省玉
石雕刻大师七八十名，有多人获河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我希望能带领新密玉雕大
军，把密玉产业做大做强，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不断创新，制作出有时代精神的玉雕
艺术品，让河南密玉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美丽郑州 炫舞世界”

WDG国际街舞大赛总决赛今晚开幕
世界级街舞顶尖团队助阵开幕式

本报记者 秦华 党贺喜

赵国安：让精美的密玉会“唱歌”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图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从省文化厅获
悉，在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大力支
持下，由省文化厅、安阳市政府主办，河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承办的“第二届晋冀鲁豫
传统戏剧展演活动”将于 9月 17日至 25日在安
阳市举行。第二届晋冀鲁豫传统戏剧展演活动
的宗旨是展示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在保护、传
承、振兴传统戏剧方面取得的成果，增进晋冀鲁
豫四省在传统戏剧保护传承领域的相互交流、学
习与合作。

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之处，是我国传统戏剧集
中分布地区，剧种繁多、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交
流频繁，传统戏剧广泛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中，民众对于传统戏剧有着深厚的情感。本次展
演活动主要邀请分布于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的
剧种（以国家级非遗项目为主）参加展演，9天时
间共 18场剧目精彩上演。此次参演剧种多数为
稀有剧种，剧目全部为四省的国家级非遗传统戏
剧类项目，观众可原汁原味地欣赏各剧种的特色
表演。如山西省的上党落子《程咬金招亲》《三关
明月》，晋剧《富贵图》《满床笏》；河北省的大平
调《闯幽州》《大登殿》，丝弦剧《记阳关》《三进
士》；山东省的吕剧《小姑贤》《逼婚记》，山东梆
子《老羊山》《反西唐》；河南省的太康道情《王金
豆借粮》《张廷秀私访》，宛挷《铜台关》《杨排风
大战双龙谷》，内黄坠剧《大宋金鸠记》、内黄落
腔《打定生》等。据介绍，展演期间，还将举办晋
冀鲁豫传统戏剧保护工作经验座谈会，交流探讨
新时期传统戏剧保护、传承和发展路径。展演期
间，演出活动现场还将举办“河南省稀有剧种抢
救工程图片展”，通过图片、文字、图表等形式，
主要展现改革开放 40年来河南稀有剧种的整体
风貌和抢救保护工作成果。

晋冀鲁豫传统戏剧展演
下周启幕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经过一周多的休整之后，中超联赛
又将全面点燃战火，本周六，建业队做客山城重庆挑战同样为
保级而战的重庆斯威，这场你死我活的保级战无疑将成为本
轮中超京粤争霸之外又一场焦点战役。

昨天下午，建业队全体将士在主帅张外龙的率领下飞抵
山城重庆，备战周六与重庆斯威的关键之战。巧合的是，张外
龙曾经在重庆有过美好的回忆，此番率领建业重回旧地，心情
自然可想而知。而恰巧这是一场谁也不敢输的保级战，不知
张外龙率领的中原军会不会面对旧主痛下杀手。

上轮主场逼平长春亚泰，四连败后建业艰难拿到一分，不
过全队攻势占优，挥霍大把机会后遗憾仅仅拿到一分，依然在
保级边缘徘徊。这几天，建业利用国家队比赛日机会扎根中
牟训练基地，备战与重庆斯威的关键保级战。好在目前建业
队没有伤停队员，外援除了卡兰加继续停赛之外，其他三名主
力外援均可登场搏杀。这场比赛关系到两队的生死命运，对
建业来说无疑是今年保级路上最为关键的一场战役。赛前建
业的官方海报以“渝战豫勇”来激励球队，希望全队困难时刻
建业将士在山城重庆拨开云雾见曙光的决心。而主队重庆斯
威的海报更见血性，赛前发布主题为“用生命去拼搏”的海报，
寓意着本场保级血战要从自我做起，为命运全力一搏。

本赛季斯威主场战绩 2胜 2平 6负，自 2015赛季重返中
超，斯威对建业战绩 2胜 3平 2负，其中斯威主场 1平 2负，这
些数据对斯威关键战拿分形势明显不利；但“小摩托”费尔南
多此战有望复出的消息是斯威的重要利好，本赛季首回合交
锋时，“小摩托”两度助攻卡尔德克入球，斯威客场2∶0战胜建
业。对于这场异常艰险的阻击战，建业应在谋求不败的基础
上捕捉争胜机会，因此稳固防守是首要任务，而取得胜利的钥
匙还要看里卡多和巴索戈的反击质量，因此只要战术得当，加
上张外龙对这支球队的熟悉，建业渴望山城全身而退也并非
没有可能。

目前降级区继续由重庆斯威和贵州恒丰占据，两队现在
的状态半斤八两，但是接下来的比赛重庆斯威也异常关键，一
旦主场无法拿下建业，重庆斯威的保级之路将变得异常艰
险。他们的最后对手，除了河南建业、广州恒大以及贵州恒丰
之外，其余球队在本赛季基本已经属于无欲无求的阶段，只要
能够翻过河南建业这道关卡，上任不久的小克鲁伊夫或许还
是有机会咸鱼翻身。

建业上轮战平长春亚泰之后积分仍被重庆斯威紧紧咬
住，微弱的分差一点也不保险，让降级区的竞争变成三队降级

“三国杀”。重庆斯威若能借助主场之利全取三分则可将建业
踩在脚下，反之则将继续踏着漫漫的追赶之路。三支保级队
中，贵州恒丰几乎已经被杀死，而重庆斯威和建业怕是要到最
后几轮才能分出高下，头尾均是三队的厮杀，更让中超的争冠
与保级变得扑朔迷离。

建业飞抵重庆
渴望“渝战豫勇”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日前，来自嵩山脚下来的万名少林
小子聚集在塔沟五环训练场，欢送 100多位少林武术职业学
院在校学生成为新入伍的解放军战士。

在这次隆重的欢送会上，123位身着迷彩服、佩戴大红花
的学员格外醒目，他们是来自塔沟教育集团嵩山少林武术职
业学院的学生，已经分别被海军陆战队、武警总队“猎鹰突击
队”等部队特招，光荣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兵战士。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人才输送基地”，武术职业
学院自2008年以来，已经为海军陆战队、南海舰队“蛟龙突击
队”等特种部队输送了 1200多名优秀毕业生，所输送学员也
曾经多次参加亚丁湾护航、国际特种兵大赛等军事活动。每
年为应征入伍的学生新兵举办欢送仪式，也是塔沟教育集团
的惯例。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肩负着神圣的职责，选择了做
军人也就选择了全社会最崇高的职业。塔沟集团素有拥军报
国的传统，学员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优良作风和精湛的武术
技艺，深受部队的欢迎和青睐。希望应征入伍的学员们能够
继续严格要求自己，提升自身素质，成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
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新时代合格军人，同时也以此来激励更
多学员投身祖国的国防事业。”塔沟集团董事长刘海钦动情地
说道。

欢送仪式后，这 123名入伍的学生新兵将立即奔赴祖国
各地，开始自己的军营生活。

百余名塔沟学子
光荣入伍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
会唱歌。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也能给
勤奋者以收获……”《有一个美丽的传

说》这首歌曾在中国家喻户晓，在郑州新密，正有这样
一位能令石头“唱歌”、用石头带给人们智慧和勤奋的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
刻大师——赵国安。

作为郑州乃至河南玉
雕界领军人物，赵国安有着
43 年玉石设计、制作历
程，为推动玉雕行业发
展、带动区域经济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
次“传承工匠精神 构筑
文化高地”系列采访，就
带大家走进赵国安的玉
雕世界。

WDG第六届中国（郑州）国际街舞大赛
总决赛将于 9月 14日至 16日在河南省体育
馆进行。14日晚上的开幕式将迎来世界级
街舞顶尖团队、《这就是街舞》总冠军及明星
舞者助阵表演，同时已经入围荷花奖决赛的
中国首部街舞艺术作品《黄河》也将在开幕
式亮相。这是记者从昨日在我市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得的消息。

大赛由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CHUC全
国街舞联盟、河南省舞蹈家协会、郑州市金
水区人民政府指导，郑州市金水文化投资有
限公司主办。目前大赛全国 10个分赛区圆
满收官，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吉林、贵州、
陕西、浙江、云南、安徽、福建。据统计，本届
分赛区参赛事人数达到 2万余人次，观众达
到 10多万人次，媒体传播影响面达 6000万
人次，已在全国掀起了 WDG 第六届中国
（郑州）国际街舞大赛的小高潮。

战幕拉开，绚丽炸场、血脉沸腾的“街舞
霸主”之争已经精彩上演，记者为您盘点本
届精彩看点。

创新
重磅嘉宾来开幕，闭幕更像大派对

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秘书长夏锐介绍，本届大赛较往届有了
更多的创新和提升，表现在形式上，总决赛
重开幕、轻闭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优化大
赛流程，提升大赛品质，同时增加赛事的仪
式感，CHUC全国 30个联盟代表团、10多
个国家的评委、选手代表将共同参加。

本届开幕式将邀请世界级街舞顶尖团
队、《这就是街舞》总冠军及明星舞者助阵
表演，同时已经入围荷花奖决赛的中国首
部街舞艺术作品《黄河》也将在此次开幕式
亮相。颁奖和闭幕，则会更加注重舞者的
交流，更像一场Party。

赛制
单独设立WATF少儿街舞

赛制上，今年大赛将少儿赛事独立出
来 ，单 独 设 立 WATF 少 儿 街 舞 。 届 时
WDG/WATF将在省体主场馆内外4个舞
台及儿童剧院同时开赛。本届大赛裁判阵
容强大，将邀请 10多个国家 40余名国际
级街舞裁判、民族民间舞专业裁判及明星

裁判，超强实力、多元化的裁判矩阵，让此
次大赛更专业更权威。

此外，大赛在奖项设置上增加了对齐

舞项目的奖励，增设最佳中国风奖、最具创

新奖，增加青少年组齐舞奖项（设置冠、亚、

季军），同时为鼓励参赛选手，对于第三第

四名的选手，会授予奖杯、证书以此表彰。

论坛
年会和论坛助力街舞腾飞

赛事期间，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

会年会及街舞产业高峰论坛也将同步召

开。届时，全国街舞 30 个省级联盟的千

余名街舞精英、培训机构代表将出席此次

盛会。

同时此次年会还邀请了拟成立联盟的

西藏、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华人舞者

代表出席。

此次街舞年会将对全年的工作作出总

结，对未来的发展作出规划，还将举办文化

交流赛事、论坛、专题讲座，邀请美国、英

国、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以及中国港、澳、

台地区的舞者共同参与，打造国际化街舞

青年盛会。

影响
选手观众逐年增多

WDG 街舞大赛从 2013 年第一届开

始，到目前为止已举办了五届，今年是第

六届。

据统计，前五届报名选手从内地到港

台，从国内到国外，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

德国、法国、加拿大、韩国、日本、中国香港

和台湾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

比赛。

“WDG中国郑州国际街舞大赛”通过

五届的不懈努力，在街舞界已有较强的影

响力，形成了立足中原，走向全国，放眼世

界的良好格局。

五届比赛参赛的选手逐年增多，范围

不断扩大，档次节节攀升。参赛选手从

2013年第一届的 2000多人，增加到 2017

年第五届的3万余人，观众达到20万人次。

本届大赛在总体策划、环节设计、媒体

传播、运作模式、产业发展、专业提升、艺术

创作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和完善，可

期待的亮点多多，会呈现更多的精彩瞬

间。预期本届大赛参赛选手将达到 3万人

次，观众3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