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31日，中国
男足国家队来到阿联酋首都阿
布扎比的瓦赫达学院训练场，
进行2018年最后一堂训练课，
备战将于2019年 1月 5日开
幕的亚洲杯足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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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从郑
州电影电视家协会获悉，由中国电影
家协会、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
文联主办的己亥年第五届“根亲中国”
微电影大赛作品征集于2019年 1月 1
日全面启动。

作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系列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根亲中国”微电影
大赛以微电影为载体，以根亲文化为
支点，五年来共征集来自中国内地、港
澳台地区以及全世界华语电影人作品
5000 余部，吸引了越来越多电影平
台、艺术协会的关注，以及来自全国优
秀的电影艺术家、华语电影人、影视工
作者、青年学生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
华语电影人致敬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
盛典，搭建起了全球华人亲情互动的
影视平台。

己亥年第五届“根亲中国”微电影

大赛在往届成功的基础上，继续深化
品牌，面向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
海外华人征集以“根亲文化”“亲情文
化”“人间大爱”“家乡情怀”为主题的
微电影、微剧本、微纪录、微动画、音乐
MV、网络电影等作品。获奖主创将
与 2018 年全国十佳影协的代表受邀
参加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共拜
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同时，本届大赛
将整合五年来所储备的青年电影人、
导演、演员等电影新势力，鼓励“根亲
文化”剧本创作，选取兼具艺术性与思
想性的作品予以扶植，为更好地弘扬
和传播黄帝文化、根亲文化储备力量。

据悉，本次活动设最佳微电影、最
佳微纪录、最佳音乐 MV、最佳微动
画、最佳微剧本、最佳网络电影以及十
佳作品、优秀作品等奖项，由著名电影
评论家、导演、编剧、演员等组成“根亲

中国”微电影大赛评审团，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诚信的原则，分海选、初评
和终评三次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通
过初评的作品将在官网进行互动和推
广，并受邀参加己亥年“根亲中国”微
电影大赛颁奖典礼。

大赛期间，组委会还将举行“根亲
文化与微电影创作”“华夏文化影视角
度地发掘”等主题论坛或讲堂，加强影
视文化交流和互动。大赛特增设了

“你在他乡还好吗”互动单元，无论作
者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通过手机录
制短片，讲述你与故乡、家人的故事，
发 送 至 大 赛 邮 箱（gqzgwdy@163.
com），通 过 大 赛 官 网（genqincn.
com）了解详情，或拨打组委会电话，
即有机会参与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把乡愁安放到祖先出发的地方，报
名截止日期为2019年 3月 1日。

“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
元旦启动

新华社华盛顿12月31日电 美职篮
（NBA）常规赛31日继续进行，在保罗缺阵
的情况下，哈登奉献 43分 10个篮板 13次
助攻的逆天表现，带领球队主场 113∶101
力克灰熊迎来五连胜。同样高效的还有

“小学生”库里，他在客场对阵太阳的比
赛中砍下 34 分，帮助勇士 132∶109 大胜
对手。

近来火箭核心保罗缺阵，球队进攻转
而依赖“头牌”哈登。大胡子不负众望，近
几场开局都很快找到状态。此役，灰熊以
一波 6∶1强势开局，火箭随即凭借三分球
掀起反击浪潮，首节领先灰熊 9分。第二
节火箭全队表现更为强势，半场结束，以
61∶38领先。

易边后，灰熊全队外投内突不断追
分，哈登凭借三分球帮助球队保住领先优
势。第三节末段，灰熊以一波 8∶0的小高

潮将比分迫近，不过火箭仍握有 13分的
领先优势。灰熊并不甘心就此缴枪，末节
在安德森带领下一路追分，手感火热的格
林用三分及时给火箭止血，帮助球队最终
获胜。

火箭队的卡佩拉拿到19分和 13个篮
板，格林拿下 18分；灰熊队中，安德森得
到20分，康利收获19分和6个篮板。

勇士对太阳的比赛打得顺风顺水，十
分高效。开场后勇士队杜兰特先是一条龙
暴扣，后又强硬打成2＋1，赢得客场球迷欢
呼。首节勇士以 31∶27领先，单节投篮命
中率高达 57.9％。第二节太阳穷追猛打，
不过节末勇士发飙，5分钟打出24∶7的高
潮，半场结束，以69∶52领先太阳。

第三节勇士和太阳你来我往，比分快
速上升，沃伦和库里互飙三分，勇士单节轰
下39分。末节太阳没能反转比赛，双方早

早 派 出 替 补 阵
容。最终勇士客
场 132∶109 大
胜太阳。

此役，勇士
的 汤 普 森 得 到
15 分 和 5 个 篮
板，杜兰特有 25分
和 4 次助攻进账。
太 阳 的 艾 顿 拿 到
25 分和 10 个篮板，沃伦
砍下24分。

同日其他比赛，雷霆回到主场再
战独行侠，客队全场 26次失误，最终
以 102∶122输得毫无悬念。“绿军”凯尔特
人客战马刺，半场顺风顺水，无奈马刺第
三节狂轰 46 分翻盘，马刺以 120∶111 获
胜，阿尔德里奇得到32分 9个篮板成为中

流砥柱。尽管戴维斯生病缺阵，鹈鹕仍以
123∶114 力克森林狼。老鹰以 108∶116
不敌步行者，魔术以100∶125负于黄蜂。

NBA：

哈登逆天火箭五连胜
库里高效勇士破太阳

库里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新年第
一天，“体彩杯”2019年全国新年登
高健身大会河南主会场——云台山
新年登高健身大会在云台山景区拉
开序幕，来自全国的3000余名登山
运动员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云台山，
开启新年登高之旅。

2019 年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
会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赛事覆盖
全国，河南的主会场放在了焦作云
台山。此次登高线路为云台山百家
岩广场—百家岩景点—万善寺，距
离约 7.5公里。在此次比赛的出发

点云台山百家岩山门广场。随着一
声清脆的发令枪响，霎时间数千个
身影奋力冲出起跑线，崇山峻岭顿
时沸腾了起来，攀登的脚步将千年
古道从寂静中唤醒，悦动的身影把
山间小径渲染得五彩缤纷。

深冬季节的云台山虽天气寒
冷，但空气清新，景色宜人。运动健
儿们奋力攀登，依次经过了百家岩
草坪广场、竹林七贤隐居地百家岩、
千年古刹万善寺,在挑战崇山峻岭
的过程中，也领略到了云台山优美
的自然风光、丰富的人文历史。

近年来，云台山成功举办了“云
台山九九国际登山挑战赛”“云台山
夏季英雄大会”“云台山自行车赛”
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赛事活动，成
为目前河南省唯一的国家体育旅游
示范基地创建单位。此次新年登山
健身大会以云台山水为媒介，以竞
技体育为平台，3000多名登山运动
员、户外爱好者的激情参与，再次诠
释了体育与旅游、文化与旅游的深
度融合，生动续写了体育旅游的品
牌价值，为云台山“国家体育旅游示
范基地”的创建注入了新活力。

新年登高健身大会云台山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018年的最后一天，中国足球发展
基金会“菁英计划”选拔赛暨河南省“运之杰”足球俱乐部“贺岁
杯”足球赛在河南省体育中心全面启动。20支来自“运之杰”
足球俱乐部的青少年球队在这里展开比拼，为2018圆满收官。

本次比赛，旨在推进实施《全国校园足球改革方案》，激发广
大青少年对足球运动的参与热情，营造足球氛围，加强我市校园
足球普及和传播，推动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促进校园足球球队
校际交流，提高队员比赛能力，以检验校园足球开展阶段性成
果。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成立于 2016年 12月，基金会的宗旨
是：资助足球公益活动，支持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促进普及足
球，推动足球科技进步及公益性设施建设，服务国家振兴足球
战略和发展规划。2017年 8月，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启动支持
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公益项目——“青少年足球菁英人才培养
计划”试点工作。

贺岁杯足球赛昨日开赛

2019年亚洲杯足球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将于1月 5日至 2月
1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迪拜、艾因和沙迦四个城市的八座体育
场举行。伊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沙特等强队，谁将登上亚
洲足球之巅？国足能否创造奇迹——重回亚洲杯“第一阵营”？

谁将登顶亚洲足球之巅？

本届亚洲杯扩军后，参赛队伍由之前的 16 支增加到 24
支。根据此前的抽签，六个小组前两名加上四支成绩最好的第
三名球队进入16强淘汰赛。

从以往战绩和球队整体实力来看，亚洲足坛版图没有太大
改变，伊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沙特等强队都是本届亚洲杯
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从分组形势来看，各支强队从小组赛杀出
重围，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A组的阿联酋、泰国、印度和巴林队实力较为接近，争夺小
组出线场场都得硬拼，东道主阿联酋队进入淘汰赛的机会更大
一些。面对叙利亚、巴勒斯塔和约旦队，上届冠军澳大利亚队在
B组拔得头筹应该没有太大问题。C组韩国队最强，菲律宾队
相对实力较弱，中国队很可能与吉尔吉斯斯坦队争夺小组第二。

2018年世界杯上，伊朗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逼平 2016年
欧锦赛冠军葡萄牙队，展示了“波斯铁骑”的强大实力。目前在
国际足联位列第 29位的伊朗队是亚洲排名最高的球队。击败
伊拉克、越南和也门队，拿下D组头名，对于伊朗队来说只是初
级目标。正如球队后卫哈吉萨菲所言，“波斯铁骑”有信心夺得
冠军。

沙特队在E组中也是实力最强，卡塔尔、黎巴嫩和朝鲜队很
大程度上将为小组第二而战。F 组中，日本队同样“鹤立鸡
群”。对乌兹别克斯坦、阿曼和土库曼斯坦队而言，力争小组第
二是比较现实的目标。

当然，比赛没踢，谁也难以预料结局。24支队伍中，吉尔吉
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拉克、朝鲜和东道主阿联酋等队都有
成为“黑马”的实力和潜力，杀入淘汰赛，再将强队踢出局，也不
是没有可能。

国足能否创造奇迹？

2004年亚洲杯，中国队与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队一起成
为第一档种子队。作为那届亚洲杯的东道主，中国队在决赛中
以1∶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但此后三届亚洲杯，中国队两次
小组赛阶段出局，一次打入四分之一决赛。

2015 年亚洲杯，中国队跌跌撞撞勉强挤入 16 强的决赛
圈。在并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豪取三连胜，成为第一支确定以小
组第一身份出线的球队，创造了国足大赛历史最佳开局。尽管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0∶2不敌最终夺冠的东道主澳大利亚队，但
国足在比赛中表现出的拼劲和态度获得广泛肯定。

本届亚洲杯赛，中国队与韩国、吉尔吉斯斯坦和菲律宾队被
分在C组。从实力上来看，中国队如果发挥稳定，小组出线还是
很有希望的。

对于国足而言，进入淘汰赛才算开始真正的考验。假如中
国队获得梦幻般开局，在小组赛阶段就创造佳绩，以小组第一身
份晋级，在淘汰赛阶段成功避开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伊朗等
强队，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韩国队实力强劲，且在双方战绩
中处于上风，因此国足力争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线应该是更为实
际的目标。如果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国足将在淘汰赛首轮遭
遇A组第二，可能会面对巴林或者泰国队。

假如国足能够过关晋级八强，那么，他们将很有可能会遇到
沙特、伊拉克、叙利亚或者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阻截。如果能够再
进一步，晋级四强，才算是重新回到亚洲杯“第一阵营”。

按照赛程，中国队三场小组赛分别是在 1月 7日迎战吉尔
吉斯斯坦队，11日对阵菲律宾队和 16日最后一场关键之战面
对韩国队。

国足能否创造奇迹，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带给球迷们惊喜？
新华社记者 刘宁 苏小坡

亚洲杯前瞻：

谁将登顶亚洲之巅？
国足能否创造奇迹？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018年 12月 30日晚，中国武术散
打俱乐部超级联赛总决赛在上海落下帷幕，由塔沟武校代表的
河南散打队凭借最高积分获得 2018年度团体总冠军，学员孔
洪星、柳文龙、王少华分别夺得2018年度单项总冠军。

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武术协会联合
主办的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是以俱乐部为参赛单位
的团体散打官方赛事，共有北京、上海、广州、河南、山东和武警
六支代表队参加，只有在近两年全国锦标赛、冠军赛中获得前
八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报名。比赛设男子 60、65、70、75、80、
85、90公斤级7个级别，通过揭幕战、循环赛、半决赛、总决赛的
模式，获胜的选手最终争夺年度总冠军。

12月 30日晚，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在上海迎来
收官之战。65公斤级比赛中，塔沟武校学员孔洪星对阵山西选
手陈洪星。比赛开始后，两人在拳台上攻势凌厉，在第一回合
临近结束时一个抱摔将对手重重翻摔在地，导致对手倒地不起
无法再战，孔洪星优势获胜，夺得65公斤级的年度总冠军。

75公斤级比赛中，塔沟武校学员柳文龙虽然是第一次参加
超级联赛，但他却状态神勇，一路高歌猛进杀进决赛，和对手激
战三局后，获得该级别的年度总冠军。

85公斤级比赛中，塔沟武校学员王少华继续自己的出色发
挥，最终毫无悬念地为河南赢得第三枚单项级别的年度总冠
军。

在所有单项比赛结束后，按照大会规则，获胜场次最多的
河南散打队最终捧起了冠军之鼎，将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
联赛2018年度的团体总冠军收入囊中。

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
塔沟小子问鼎年度总冠军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两天激烈角逐，“体彩杯”2019年
郑州市第三届短式网球比赛暨快乐家庭“手拉手”短网赛，昨日
在郑州英开体育公园收拍。最终各项目组别名次各有归属。

本次，比赛设有男、女单打和“手拉手”短网赛两大项目，其
中男、女单打项目根据参赛选手的不同年龄分为甲、乙、丙三个
组别，共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小学的 239 名小选手参赛；“手拉
手”短网赛则不分年龄，共吸引了全市 75个家庭参赛。记者在
比赛中看到，寒冷的天气阻挡不了选手们的参赛热情，无论是
孩子还是家长，大家在参与短式网球运动的同时，也感受着挥
拍带来的快乐和健康，更感受到了一家人齐上场共参赛的浓浓
亲情。

郑州市短式网球比赛收拍

1月1日，彭帅
在比赛中。当日，
在 深 圳 举 行 的
WTA 深圳公开赛
单打第一轮比赛
中，中国选手彭帅
在与捷克选手普利
斯科娃的比赛过程
中因伤退赛。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秦华）丹江水清又清，奔流不息到北京。
一渠碧波一首歌，唱不完渠首女儿情。元旦前，在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通水四周年之际，“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丹江
水情长——王光姣北京公益演唱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
剧院激情开唱。在近三个小时的演出中，渠首女儿、“中原
十佳文化志愿者”王光姣将原汁原味的豫剧、曲剧经典唱
段，感人至深的情景短剧，形式多样的戏歌奉献给首都观
众，引起强烈反响。演唱会由著名主持人周涛、张泽群联袂
主持。

演唱会上，中国评剧院当红花脸孙路阳、北京市河北梆
子剧团当红老生王英会、国家京剧院老生新秀张浩洋等受
水地艺术家，带来了评剧《与驸马打坐在开封堂上》、河北梆
子《清风亭》选段、京剧《红灯记》选段，让南水北调沿线各地
人民的心更近、缘更深、情更浓。

渠首女儿唱响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