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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坐上飞机的时候，感觉自己变成了
鸽子一样。” ——维吾尔族小歌手吐尔逊古丽

“虽然我现在在家，但我的心却停留在郑
州登封。” ——土家族小歌手熊籽旋

“真不敢相信！我是不是在做梦，我觉得
自己已经爱上郑州了。”

——傈僳族小歌手和慧梅
“参加这次活动，让我第一次走出大山，

来到郑州这个美丽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次活
动，我也不会和全国各地的民族小朋友见面
玩耍，一起练歌，一起站在舞台上表演。”

——水族小歌手韦小杰
“表演的那天，心情很激动，一看到镜头

转过来时，心里有种紧张感，动都不敢动一
下，生怕自己把这次表演搞砸了。”

——佤族小歌手王若冰
这些青涩又充满童真的稚言稚语，是第

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执委会大型活动部火
炬传递组过去的一周，收到的不同少数民族
孩子来信中的一部分。

童音童趣，天籁之声。每一张灿烂的笑
容都是一首最美的高山流水！5月 8日，这群
由郑州电台发起选拔的 56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不同民族孩子齐聚观星台，在本届民族运
动会火种采集仪式上完成了一场举国关注的
神圣表演。

他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大
山看到外面的世界，第一次坐飞机感受翱翔
于蓝天和白云之间的快乐，第一次能和不同
民族的小朋友同唱一首歌，第一次去到了少
林寺，体验功夫之美，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外面
陌生世界的善意。

5月 4日至 5月 9日，这场不到一个星期

的短暂相遇，让这群孩子相互从陌生到熟悉，
从远道而来的客人到成为彼此喜欢的朋友。
最终用纯真甜美的笑脸，感动了所有人。也
生动传达了什么叫作“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血
缘之情。

爱能消除隔阂，也能跨越地域和民族的
距离。孩子们一张张纯真绽放的笑脸的背
后，还要感谢那些默默的付出者，是他们用爱
精心创造了一次仪式感超强、体验感超棒的

“魔法”之旅。
据火种采集仪式执行导演王治纲介绍，

每天早上 6点，赶在孩子们就餐前，登封市场
监督管理局人员便前往酒店，现场检查就餐

食物是否合格。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医
疗保障，登封医疗小组派出专业护理人员，成
立三个医疗分队，提供 24小时轮值服务，让
每一个孩子能快速以最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投入到演出培训中。

“针对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登封接待办
特意安排了民族风味厨师进驻酒店，确保每
个孩子吃得顺心。为了保障所有孩子的入住
安全，接待组采取了‘老师＋孩子’的住房陪
护模式，让每个孩子夜间睡得安稳而舒心。”
王治纲说。入住当天，得知云南澜沧的一个
孩子过生日，老师们自发晚上张罗去采购蛋
糕和饮料，并邀请其他民族小朋友一起庆

生。过生日的小女孩说：“谢谢老师，这是我
长这么大，第一次过生日。”

“孩子，我也想带你去看看世界。”嵩山、
少林寺、郑东新区游览，河南艺术中心、郑州
外国语学校交流互动……为了让这些难得有
机会出趟家门的孩子，近距离感受浓厚的中
原文化，然后带着这座城市的温度快乐返程，
火种采集仪式结束后，5月 9日，火炬传递组
精心安排了一场游学之旅，让孩子们感受了
古老和时尚共俱的魅力郑州。

“谢谢您！敬爱的叔叔阿姨，在我人生第
一次走向外面世界时，感受到的是爱的包容
和无微不至的呵护，让我对未来的世界更加
充满了期待。”

“谢谢你！亲爱的小孩，用微笑和天籁的
童音，拉近各民族之间心与心的距离。”

各民族可爱的孩子，愿这趟旅程会成为
你往后人生道路上的温暖启蒙。愿你成长的
每一步都能笑靥如花，永葆纯真，勇敢前行。

火种采集仪式民族小歌手来信吐心声

“虽然现在在家，但心停留在了郑州”
本报记者 王文捷 通讯员 吴文希 杨芳 文/图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献礼新中国70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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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静态展览，或互动讲座，或动手体
验，或网络展播……随着“5·18国际博
物馆日”的到来，郑州文博单位纷纷围绕
今年的活动主题——“作为文化中枢的
博物馆：传统的未来”精心策划了多项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多项讲座展览“涨知识”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郑州博物
馆与郑州赛思齿艺博物馆联合为公众带
来关于“齿美”的讲座及“我的牙齿”主题
活动；中建三局的建筑专家也将与郑州
博物馆社会教育专员一道，为公众解读
建筑中所蕴藏的传统文化符号及美好寓
意；此外，“郑州古代科技文物展——《天
工追梦》”“古代石刻艺术”展均将为观众
提供免费讲解服务。

郑州二七纪念馆将举办《河南籍感
动中国人物事迹展》流动展板进社区巡
回展、“新时代的先声——五四新文化运
动”临时展览。

专家“鉴宝”作为保留项目，也将于
5 月 18 日上午在郑州博物馆东门广场
举行。

公众“快闪”诵经典讲文物

记者了解到，5月 18日，郑州文庙、
城隍庙等地也将开展“博物馆日”专题讲
解宣传活动。此外，郑州文庙还把“我爱
我的祖国”红歌联唱与文物知识讲解、传
统儒家经典诵读相结合，开展公众互动

“快闪”活动，吸引大家走进文庙了解郑
州历史文化。

博物馆研学项目启幕

记者从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获悉，5
月 17日，该馆将举办二级博物馆、全国
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河南省中小
学校外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同步启动的
还有“大河村遗址博物馆2019研学季”，
通过组织学生开展研学课程体验，让孩

子们在遗址上亲身参与钻木取火、植物
锤染等课程，感悟郑州地区先民的生活，
提升对郑州文化的认知。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开展的
“博物馆历史课堂进校园活动”将以“汉
代的重工业”为主题，设置博物馆文化体
验课，让青少年学生切身感受我国冶铁
业辉煌灿烂的历史，感知传统重工业的
发展与变革。

新密博物馆、登封历史博物馆也将把
历史、民俗文化送进校园。 登封窑博物馆
以“登封窑陶瓷烧制技艺”为载体，进行馆
藏文物展示、非遗技艺展演和体验。

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5月15日至20
日将进行“文物网上展播”，每天网上展播
3款有代表性的文物，讲述文物背后的传
统历史文化与现代人生活的连接。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给市民带来更
好的参观体验，位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
郑州城外城陶瓷艺术博物馆新馆将于国
际博物馆日当天启动开建。

红歌“快闪”遗址研学 网络展播

“5·18国际博物馆日”郑州很精彩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本报讯 (记者 楚丽 雒婵) 5 月的晋城好
事连连、宾客盈门。5月 13日晚，沁河岸边夜
色斑斓，砥洎城畔流光溢彩，第五届山西（晋
城）太行山文化旅游节在这里盛大开幕。

山西（晋城）太行山文化旅游节由山西省
委宣传部、晋城市委市政府主办，已经连续举
办了四届，是山西省及晋城市多年来打造的
一个重要节庆活动品牌。本届活动以“晋善·
晋美·晋城”为主题，紧紧围绕新时代美丽晋
城高质量转型发展战略目标，全面整合全市
文化旅游资源，努力打造一个以太行山为总
品牌、以“太行古堡”为金名片的贯穿全年旅
游旺季的节庆活动。

晋城是文明起源之城，是上古神话传说愚
公移山、精卫填海、神农播谷、女娲补天的发生
地。据介绍，晋城的历史文明可追溯到 8000
年前，晋城是神农炎帝的故里，农耕文明由此
发端；晋城也是围棋、戏曲诸宫调的发源地，太
极拳的始创地，陈卜大师从这里走向中原。

晋城是匠心独具之城，有宋金以前木结构
古建筑 53处，数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有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镇）和中国传统古村落 220
处，其中国保单位 66处；在沁河流域，分布着
117 座古城堡式建筑，堪称中华民居的经典
之作。晋城是生态宜居之城和活力迸发之
城，森林覆盖率高达42%以上，城市绿化覆盖
率45.8%，城市绿地率43.2%。正在建设全国
煤层气基地。

开幕式上，国内首部大型古堡实景剧《古
堡！古堡！》在砥洎城畔润湖公园正式亮相。
实景剧以明末晋商鼎盛时期晋城地区的古堡
文化为背景，通过《春萌古堡》《夏繁古堡》《秋
收古堡》《冬含古堡》四幕，讲述民间生活故
事，折射大时代背景下生活在古堡的千百个
家庭繁衍生息的历程，传唱了中国文化中对

“家”的精神信仰。表演风格鲜明，节律流畅，
灯光和舞台美轮美奂，让全场观众如痴如醉，
掌声不绝于耳。据悉，此剧将作为一项文旅
项目长期运营。

本届文化旅游节将延续以往惯例，设置
了三大板块 48项活动。第一板块为第五届
太行山文化旅游活动 43项，主要包括古堡家

园论坛、体验魅力中国城系列活动；“千里走
沁河”、美丽乡村新媒体推广等媒体采风采访
活动；文化创意产品展示大赛、太行民俗文化
活动等聚焦延伸文化旅游产业链的系列活
动；优秀剧目展演周、美术作品展、摄影艺术
展等市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餐。第二板块为

棋子山国际围棋文化活动 3项，分别包括职
业围棋名人之家邀请赛、全国业余围棋公开
赛、全国青少年围棋比赛。第三板块为投资
贸易洽谈会活动2项，700名外地客商将聚焦
光机电、全域旅游、农林文旅康等产业进行投
资贸易洽谈。

山西（晋城）太行山文化旅游节盛大开幕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在
日前举办的第14届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上，我
省组织了全省27家文化和旅游企业参展，钧瓷、汝瓷、绞
胎瓷、三彩艺、虎画、麦草画、泥塑、布鞋、文博、非遗、美术
馆文创产品、许昌城市文化礼品等上百种独具河南特色
的精美文化和旅游产品亮相义乌。

据介绍，本届展会以“融·创·美”为主旨，通过文化发
现创造价值与旅游体验分享价值有机结合，讲好“诗和远
方”故事，全力打造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中国样板”。
据了解，此次展会，设目标展位 3000个以上，展览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此外，展会还设有中心馆、文创馆、非遗
生活馆、省市馆、美丽乡村馆、电子竞技馆、浙江馆、动漫
娱乐馆等10个展馆，展位数、展览面积创历年之最。

本届展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荣获“展会组织二等
奖”，河南国脉文化产业园有限公司的非遗文创产品等8
个产品分别荣获工艺美术奖银奖和铜奖。展会期间，河
南省参展企业现场交易额 6万余元，达成意向订单 100
余个，达成意向订单金额超370万元。

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

我省参展企业收获多

本报讯（记者 秦华）“豫声汤韵·艺暖乐龄”豫剧名家
汤玉英携弟子专场演出近日在光大欧安乐龄医养中心文
化广场举办。众多戏曲艺术家为这里的老人们献上了
《花木兰》《朝阳沟》《倒霉大叔的婚事》等耳熟能详的精彩
唱段。

汤玉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河南
省第一位获得中国戏剧界最高荣誉——“梅花奖”的戏剧
演员，还曾荣获首届、第三届河南省戏剧大赛“表演一等
奖”，第三届“香玉杯艺术奖”。代表作有《断桥》《烤红》
《红灯记》等。

现场，豫剧名家汤玉英弟子李桂芳、张春荣、刘二玲、
倪素玲、党磊、张丽、刘勇霞、陈君、杜萍纷纷登台献艺，向
观众展示了他们拜师后的学习成果；豫剧名家柳兰芳、贾
廷聚、张宝英也前来助阵，名家弟子任庆立、庞笑天、朱红
美、邢永杰、张荣彬倾情助演；豫剧名家汤玉英孙女姚欣
羽、孙子姚石雨也展示了他们的拿手节目。耳熟能详的精
彩唱段、精妙绝伦的戏曲表演，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豫剧名家为老人献唱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有人说，人与人之间真的有磁
场这回事，一接触就能感觉出来有些人能和你一见如故，
有些人和你永远不会深交，在这个世界上，能遇见对味的
人何其幸运，爱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今日下午两点，郑州日报影迷俱乐部将邀请20位影
迷在奥斯卡硅谷国际影城（文化路科技市场对面），观看
法国爱情喜剧电影《真爱百分百》，一起感受异域爱情的
浪漫气息。

电影《真爱百分百》讲述了成功商人乔斯兰（弗朗克·
迪博斯克 饰）的故事，单身多金的他喜欢约会年轻漂亮
的女人。一次偶然的邂逅让他怦然心动，为博得漂亮女
邻居的好感，他假装自己患有残疾，却阴差阳错与女邻居
坐在轮椅上的姐姐弗洛伦丝（亚历山德拉·拉米 饰）渐生
情愫……

郑州日报影迷俱乐部
邀您同看《真爱百分百》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电影《鬼吹灯之天星术》日前在青
岛举行了开机仪式，全新“摸金铁三角”张涵予、姜武、卢靖
姗等主创悉数出席。概念海报也同时发布，山影重叠间，
凶险之景初露端倪，一场惊险刺激的探墓之旅即将开启。

自2015年《寻龙诀》的票房成功之后，万达影业联手
圣世互娱再度将《鬼吹灯》这一经典 IP搬上银幕。《鬼吹
灯之天星术》讲述了胡八一（张涵予饰）、王凯旋（姜武
饰）、Shirley杨（卢靖姗饰）摸金校尉三人组因意外身陷
危机，不得不重新踏上凶险万分的地下之旅，从而拯救自
我的探险奇幻故事。

影片汇聚了众多知名演员：实力派演员张涵予银幕
形象犀利沉稳，使他成为胡八一的不二人选；资深戏骨姜
武的外形和气质则十分符合粉丝对于诙谐贫嘴的“王胖
子”王凯旋的期待；而凭借《战狼2》为观众熟知的女演员
卢靖姗与 Shirley 杨在原作中的气质背景也近乎一致。
如此“神还原”选角更是表现出制作团队对《鬼吹灯》系列
的精确解读以及还原经典 IP的初衷。

“鬼吹灯”新剧开机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河南徽商女足
俱乐部获悉，2019年全国女足锦标赛第三阶段 9~12
名排位赛日前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足球训练基地落下
帷幕。河南徽商女足先后击败四川女足、河北华夏幸
福女足和八一南昌女足，以三连胜的战绩完美收官，最
终获得第九名。

据了解，由于6月份将进行女足世界杯比赛，届时
女超联赛将全部停歇。7月初，全国女超联赛将全面
打响，打完全国女足锦标赛之后，河南徽商女足将短暂
休整，之后重新集中备战全国女超联赛。

全国女足锦标赛
河南徽商三连胜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建业足球俱乐
部获悉，近段时期，手术后的卡兰加恢复不错，一直在
跟随建业队训练，随着7月份二次引援窗口打开，卡兰
加有望及时回归。

上赛季末，河南建业外援卡兰加在比赛中因外力
导致脾脏破裂、腹腔大量积血，随后被送往医院，进行
了手术，此后一直进行康复训练。为给球队腾出外援
名额，卡兰加被租借至巴丙民族竞技队。今年年初，卡
兰加的伤情得到好转，并开始随队训练，只是经过脾脏
摘除手术，他能否重回最佳状态，还有待观察。

6月份，由于非洲杯的举行，建业队外援巴索戈将
至少缺席两轮中超联赛，俱乐部只能与喀麦隆足协沟
通，尽可能推迟巴索戈离开的日期。不过万幸的是，表
现更出色的奥汉德扎没有被喀麦隆队征召，球队还有

“大腿”可用。
目前，建业在联赛中豪取三连胜，巴索戈和奥汉德

扎这“黑风双煞”威力越来越大，使建业队的攻击线增
强不少，如果卡兰加能够及时回归，定会全方位提高建
业队的进攻能力。

卡兰加有望回归

本报讯（记者 陈凯）河南省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
培养基地挂牌仪式，日前在黄河水利科学院举行，这是
我省成立的首家省级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培养基地，
这也标志着我省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有了自己扎实的
梯队建设基础。

挂牌仪式结束后，河南赊店老酒男篮一线队的部
分教练员和队员，还为黄河水利科学院的职工和黄委
会小学的师生带来了精彩篮球表演，并把专业技能传
授给现场的篮球爱好者。据了解，河南省青少年篮球
后备人才培养基地，今后还将在我省多地挂牌成立，并
与当地中小学进行体教结合，助力我省青少年篮球培
训和后备人才培养。

省青少年篮球后备
人才培养基地挂牌

民族小歌手在河南艺术中心参观留影

民族小歌手与火种采集使
者王卓霏尔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