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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一场别开生面的垂直马
拉松将与你不见不散。昨天上午，由河
南省慈善总会、郑州报业集团主办，郑
州郑马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河南中
迹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能量中
国、绿地集团中原事业部、千玺广场 58
楼城市观光厅协办的 2019“益”起向上
慈善垂直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中原地
标“大玉米”58楼城市观光厅举行。

“益”起向上
今起可报名主会场活动
如果你是资深“梯客”或垂马爱好

者，有意愿在4月 13日参与此次垂直马
拉松主会场活动——挑战高 58 层、垂
直距离 280米的中原地标“大玉米”，请
及时关注河南省慈善总会官方微信公
众号，活动报名通道于 3 月 15 日上午
10时正式开通。本次活动名额设置为
200名，分男、女项目进行，报名将采取
额满即止的方式。具体竞赛规程可通
过河南省慈善总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
号及新浪微博了解查询。

活动同时开设线下报名，报名地址
为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路与文化宫路交
叉口M酒店2楼 201室。

4月 13日，在垂马活动同一天，期
待更多人及楼宇积极响应，开辟“益”起
向上分会场，为爱接力！您可以提前进
行预约报名，也可以在活动当天将爬楼

的 照 片 发 送 至 yqxiangshang@163.
com 邮箱，经核实确认后，均可获得组
委会颁发的 2019“益”起向上慈善垂直
马拉松电子证书。

爱心接力
公益体育定向捐赠

运用健康的运动方式进行慈善筹
款，在国际上早已风靡多时。近几年这
股风潮在国内也愈演愈烈，“运动 公
益”“快乐 公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这种直接将体育运动赛事和公益慈善
相结合的趣味活动，能最大程度发掘参
与者做慈善的意愿，同时也能通过慈善
进一步带动人们的运动热情。

各界名人响应，积极为爱发声。在
筹备阶段，本次活动就得到了来自社会
各界知名人士的积极响应，除范军、于
雷、一龙、张明、郭晨冬、田润、帅天、大龙
等河南本土知名人士外，王子彤、郭家
铭、王鸣飞等国内演艺界人士纷纷“为爱
发声”，陆续给活动组委会发来了精心录
制的宣传视频，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本次
活动，投身公益，传递爱心。

据了解，这次选手参赛，报名者每
人定向捐赠 50元就可获得参赛资格。
这笔费用将全部由河南省慈善总会用
于“血友病”的专项救助工作。比赛的
50元报名费，将用于家庭困难的血友病
患者购买一支凝血因子的自付部分，相

当于为患者购买了一支凝血因子。
本次活动是河南省慈善总会今年

着力打造的慈善活动之一，同时也是
2019 郑州国际马拉松赛系列活动之
一，旨在通过健康向上的全民互动参与
方式，唤起更多的人关注慈善公益、帮
扶弱势群体、奉献一份爱心。

设主分会场
让更多的人“为爱向上”
为了让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到本次

活动中，关注慈善，奉献爱心，传递公益
正能量。本次活动在设计上标新立异，
互动环节突出“竞群结合”，贵在参与。
公益宣传则采用“以点带面”，重在传
播。为此，特别推出了主会场和分会场
概念。

主会场专门设置在 280 米高的中
原之巅“大玉米”，通过报名的方式征
集参赛选手，以一场垂直马拉松比赛
形式积极展现“为爱向上”的意志与信
心。分会场则面向大众广泛征集，在
活动当天，不管你身处写字楼或是住
宅楼，无论是一个家庭、一对情侣、企
业组团，或者是呼朋引伴，人数不限，
楼层不限，都可参与进来响应主会场
活 动 ，均 可 用 爬 楼 的 形 式 传 递 一 份

“益”起向上的力量。
4月 13日，让我们携手同心，汇聚

爱的力量，“益”起向上吧！

4月13日，让我们“益”起向上！
慈善垂直马拉松与你相约拥抱“大玉米”

本报记者 刘超峰 实习生 荆钰慧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文化和
旅游部、财政部下发通知公布了第三批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项
目）名单，河南有三项上榜：河南省济源
市列入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名单；平顶山市“文化客厅”公益
课堂和安阳市政府—高校—社区“321”
公共文化共建项目列入第三批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项目）是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共同
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惠民工程，根
本目的是推动各地解决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化
改革创新，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典型经
验，示范带动全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

根据《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项目）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
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目）验收工作通知》安排，2018年 5
月至 9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项目）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
织开展了验收工作。

经过验收、公示等环节，并报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
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全国共 30 个市
（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名单，54个项目列入第三批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作为一部致敬非遗文化、展现非遗
工艺的年代剧，《芝麻胡同》自登陆东方
卫视以来，收视稳固攀升，口碑持续发
酵，由剧情和角色引发的话题也屡屡登
上话题热搜榜。剧中，“南方女孩”王鸥
突破自我，变身为帅气利落、甜中带辣
的“北京大妞”，从“奶凶小炮仗牧春花”
到撑起严家半边天的“花姐”，王鸥赋予
了角色多元的性格特质，精彩演绎赢得
了观众的喜爱。

近日，记者通过东方卫视采访了
她，王鸥表示，饰演牧春花使她成功迈
出了“舒适区”，而对于观众“褒贬不一”
的评价，她则大方展现出“佛系”心态：

“都能接受。”
《芝麻胡同》由刘雁编剧、刘家成执

导，何冰、王鸥、刘蓓领衔主演，冯文娟、
侯煜、毕彦君、方子哥等主演，讲述了生
活在芝麻胡同的一家人，历经数十载风
雨，最终收获满满温情的故事。

不同于以往作品中风姿绰约的女
性形象，《芝麻胡同》是王鸥入行多年来
拍过的“最接地气”的作品，她饰演的牧
春花时而温婉、时而果决，性格直爽敞
亮，伶牙俐齿，与反派角色数次交锋却
极少露怯，据理力争而又不骄不躁。在

王鸥看来，牧春花是那个时代女性的代表，“她思想超前，个
性潇洒利落，也很仗义。”虽然王鸥与牧春花有很多性格上
的相似之处，演这个角色依然让王鸥感到“压力重重”，她认
为要想完美融入“京味儿”戏中，首先要学好北京话，为此她
一度焦虑到失眠，观察、模仿剧组其他京籍演员的说话语
气，每天在拍戏间隙向何冰、刘蓓请教台词，“包括说话的逻
辑、重音以及歇后语、俚语等，都是到现场学习的。”

目前，《芝麻胡同》已经播出过半，正忙于新剧拍摄的王
鸥透露，她会利用很多碎片时间来追剧，也让她回想起很多
拍摄时的点点滴滴，“拍这部戏的过程就像体验了一次人
生，风风雨雨、起起落落，最后留下的只有严家人的亲情。”
在追剧的过程中，王鸥也不断审视自我，找到自己的不足，

“通过这部剧，我看到了自己表演上的欠缺，希望这次的经
历和经验会帮助我在下一次接到类似剧本时能做得更好。”

与剧中风风火火的牧春花相比，私下里的王鸥则更添
几分沉稳和“佛系”，对于当下流行的人设也有着特别的见
解，她表示，“我不想给自己贴标签，还是希望做更多的尝
试，也希望我的每一次进步和改变，观众都能看得见。”对于
王鸥来说，舒适圈就
是一个演员的“安全
区”，“我的舒适区
就是我最擅长的
东西，所以大家会
认为我比较适合
汪曼春那样的角
色 ，因 为 比 较 高
冷！但接下来我
还是希望自己能
勇敢地走出这个
圈子，比如演个枪
战题材、刑
侦 题
材 剧
等。”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
天，记者从河南徽商女足俱
乐部获悉，全国女足足协杯
赛日前在昆明结束小组赛的
全部争夺，河南徽商女足在
最后一场比赛中以 3∶1 击败
实力不俗的浙江队，新加盟
的国脚徐展两射一传，成为
本场比赛的功臣。小组赛三
场比赛，徽商女足以一胜两
平 的 战 绩 与 八 一 队 积 分 相
同，因黄牌数多名列小组第
二，八一队获得第一，两队携
手杀入第二阶段。

在小组最后一场比赛中，
由于前两场比赛河南队仅仅
取得两平，因此徽商女足志在
一搏，力争击败对手获得出线
资格。比赛开始后，徽商女足
就发起进攻，刚刚进行 5分钟，
浙江队禁区内手球，主裁判判

给徽商女足一记点球，徐展操
刀主罚命中，河南徽商女足取
得梦幻开局。第 30 分钟，又
是徐展和张喆打出连续配合，
最后徐展突入禁区摆脱防守
球员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
2∶0。第 44 分钟，浙江队反越
位成功扳回一球。半场结束
徽商女足以 2∶1 领先。下半
场，河南徽商女足继续占据优
势，第 55分钟，徐展开出角球，
侯静直接起脚怒射破门得分，
最终将比分锁定在 3∶1，帮助
河南徽商女足顺利拿到一个
出线名额。

昨天，全国女足足协杯第
二阶段抽签揭晓，河南徽商女
足与北京、上海和长春四支劲
旅分在一组。论实力和经验，
河南徽商女足获得出线资格晋
级八强的机会应该很大。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
记者从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
心获悉，在中国篮球协会公布
的新一期中国女篮集训名单
中，河南伊川农商银行女篮小
将张茹榜上有名，她也是河南
女篮唯一一位入选本期国家女
篮集训队的队员。

据了解，此次中国女篮集
训主要是为了备战 2019 年女
篮亚洲杯及今年举行的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女篮资格赛，集
训从今日开始，共有 16 位球
员入选。今年年初，中国女篮
曾组织过一次为期一个月的

短期集训，当时共有 21 位球
员参加集训，最终有 16 位球
员留了下来集训参加本次新
一期的中国女篮集训。当时
河南女篮共有四位小将参加
了短期集训，只有张茹留了下
来，这也足以显现这位小将的
实力。

张茹在场上可以司职 3、4
号位，她此前曾入选过中国女
篮国少、国青队，并获得过女篮
世青赛的第四名。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这也是河南女篮时隔
多年之后，再度有球员入选国
家女篮成年集训队。

河南女篮张茹入选
新一期中国女篮集训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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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继《海王》之后，华纳兄
弟影片公司出品的最新DC超级英雄电影《雷霆
沙赞！》宣布国内定档，将于4月 5日同步北美在
全国上映。昨日曝光的定档海报预告，全方位
揭开这位崭新登场的超级英雄沙赞的酷炫神力
和激萌爆笑的独特魅力。

此次曝光的定档预告中，主演扎克瑞·莱维
携亚瑟·安其和杰克·迪伦·格雷泽一起亮相，诚
邀大家一起走进影院加入不可思议的全新冒
险。预告展现了沙赞的疯狂变身，中学生比利
成为老巫师沙赞钦定的“天选之人”，只要他喊
出“沙赞”就秒变硬汉，喜提六大神力，上天入地
威猛无比，无论是变身还是激战总能引爆万丈
光芒，场面震撼酷炫。而沙赞最令人惊叹的“神
力”竟是他的搞笑功力，在紧张刺激的剧情推进
中增添了许多“笑果”。

同期曝光的定档海报中，沙赞胸前的闪电
状标识光芒夺目，虽然身着制服一幅整装待发
的姿态，沙赞却一边吹着粉色泡泡糖一边玩手
机，自带欢乐光环，令人对这部全新的热血英雄
成长史期待不已。海外媒体盛赞《雷霆沙赞！》
是“DC继《海王》和《神奇女侠》后又一大胜利”，
电影独特的欢乐属性也得到广大媒体的一致喜
爱。

《雷霆沙赞！》由《安娜贝尔2：诞生》《关灯以
后》导演大卫·桑德伯格执导，扎克瑞·莱维、亚
瑟·安其、马克·斯特朗、杰克·迪伦·格雷泽等联
袂出演。

《雷霆沙赞！》定档4月5日

DC新英雄爆笑救世界

全国女足足协杯赛小组赛收官

河南女足进入下阶段比赛

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项目）名单公布

河南一市入选示范区 两项目入选示范项目

可敬可叹！
太子直言进谏被贬

太子姬晋听闻父王周灵王要远征晋
楚，闯上朝堂力谏父王罢战。原来，晋、楚
两国举行“弭兵之盟”，约定各自属国向对
方盟主朝贡，全然无视周王室的存在，感觉
受到轻视的周灵王恼羞成怒，决定讨晋伐
楚。姬晋力陈罢战的益处，一场足可以亡
国的战争被姬晋巧妙阻止……第 21集一
开始，就把观众带入了紧张刺激的情境中，
在展露太子经世治国才华的同时，也初步
展现了朝堂的复杂环境和姬晋的热血直
言、爱国忧民，不仅让观众为姬晋捏了一把
汗，也为他日后被贬埋下伏笔。

心怀鸿鹄之志、胸有治国安邦之策的
姬晋本欲在朝堂上大展拳脚，为此甚至将
与齐王妹妹银姜的婚事推迟，不曾想，玉妃
及王舅为将姬晋之弟姬贵推上储君之位，
接二连三谋害姬晋。借水漫京都一事，王
舅甚至不惜以一己之命挑拨周灵王、姬晋
父子关系，听信谗言的灵王一怒之下废太
子姬晋为庶人。姬晋后人远避他乡，这支

族人以“王”为姓，尊姬晋为得姓始祖。
“王”姓得姓故事融唯美爱情、宫廷斗

争等多种元素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了姬晋
可敬可叹的故事。

胸怀天下！
呈现先贤闪光品质

“姬晋可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
功’的人，他重情重义，严于律己，胸怀天
下，可就是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最终却
未能施展平生抱负，这真的太让人遗憾
了！”此次出演姬晋的是曾主演王小帅作品
《十七岁的单车》的实力派演员崔林。谈到
姬晋这个人物，崔林仍难掩惋惜之情，但在
演绎过程中，姬晋贤德、儒雅、宽仁、博爱的
闪光品质，更令他心生感佩。

每一个参与《龙族的后裔》拍摄的人，
都被先祖先贤的故事感动着、震撼着，崔林
也不例外。他说，作为太子，姬晋始终胸怀
天下，为此不仅推迟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还
屡次执意谏阻触犯龙颜，这表现出他对天
下对百姓的担当，“第一次看完剧本，我就
被姬晋的赤子之心打动了，在参演过程
中，我对姓氏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
解。希望此次演绎，能为观众呈现王姓
始祖最闪光的品质，感召更多的观众勇
担责任。”

在两集的有限时长里讲述一个完整
的、好看的得姓故事，可想而知对于剧本
的要求较高，此次执笔《龙族的后裔》第
21、22集的是编剧康兵，他告诉记者，刚
开始创作时内心很忐忑，“起初不知道从
哪里下手，剧本迟迟没有动笔。总导演
张清见状就找我聊天，他说，剧本创作说
大就大，说小就小，要想把人物立起来，
首先要抓住的是人物的灵魂。”康兵说，
张清的这番话让他醍醐灌顶，结合史料
与实地采访，姬晋的贤德、儒雅、宽仁、博
爱的形象渐渐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

找到了人物的灵魂，
创作方向明晰了，康兵很
快拿出了初稿，前后一共
打磨了四稿，故事层次感
加 强 了 ，人 物 也 更 加 丰
满。姬晋，一个可敬可爱
的先祖形象立起来了。

走心演绎！
女性角色添温柔色彩

《龙族的后裔》讲述得姓故事的定位，
注定了这部剧以“男人戏”为主。而在王姓
得姓故事中，两位女性形象让人眼前一亮，
在新版《红楼梦》及《甄嬛传》《一代明相陈
廷敬》等电视剧中有出彩表现的郭萱和河
南籍演员杨静儿，为这部“男人戏”增添了
温柔、浪漫的色彩。

郭萱在剧中饰演齐国公主银姜，谈到
这个角色，郭萱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她
英姿飒爽，敢爱敢恨，对于喜欢的人，她会
很勇敢地去表白，即使爱的人已是平凡庶
人，她也能毅然放弃公主的身份追随爱人，
这种果敢、对爱情的忠贞很打动我。”郭萱
说，这是她第一次拍摄姓氏主题电视剧，特
别是她的母亲姓“王”，此次拍摄“王”姓得
姓故事就更加感觉亲切，她努力用真情去
走心演绎，也希望能为观众呈现一个不同
以往的郭萱。

而在《生死较量》《大唐诗圣》中有出彩
表演的河南籍演员杨静儿，此次在剧中奉
献了“一颦一笑皆有戏”的精彩演技，她饰
演的玉妃为扶亲子姬贵登上储君之位，数
次与哥哥合谋伤害姬晋。一方面是切切爱
子之心，另一方面是令人痛恨的叵测居心，
杨静儿将这不同的两面演绎得丝丝入扣，

“塑造角色，要从自我出发、从人性出发，尤
其是塑造王妃这样的角色，不能只是将典
型性格阶级化，而是要尽量做到不动声色
地引领观众走入角色内心深处。”

周灵王之子姬晋，天资聪颖，温良博学，颇有治国之才。身为王储，他本
应成就一番伟业，却因直言进谏被父王贬为庶人，留下孔子“惜夫，杀吾君
也”的惋惜悲叹。伟业虽憾未能成，怀抱赤子之心的姬晋却肇始了中国大姓
——“王”姓。本周日晚9点，《龙族的后裔》第21、22集将在河南卫视星光剧
场播出，再现“王”姓得姓始祖姬晋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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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日晚《龙族的后裔》播出第21、22集

讲述“王”姓始祖可敬可叹传奇故事
郑报融媒记者 秦华 苏瑜

扫码欣赏
优美主题曲

扫 码 观 看
郑州电视台
相 关 报 道

扫码观看
河南卫视
宣 传 片

扫码观看
精彩片花

关注公众号
看 剧 参 与
精 彩 活 动

扫码观看
“王”姓故事
精彩片花

崔林饰演姬晋

郭萱饰演银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