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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彩车北京展出受关注
长假后彩车将回郑展出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登封塔沟武校获悉，在
10月 1日国庆当天，完美演绎群众游行方队“情境 2”《东方雄
狮》之后，塔沟少林小子带着成功的喜悦日前顺利返回登封。

10月 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来自河南少林塔沟武校的 1080名师
生，参加了“情境 2”《东方雄狮》节目的演出，以蓬勃向上、富有
活力的舞狮表演向新中国七十华诞献礼。短短两分钟的精彩表
演背后，则是塔沟武校 1080名师生历时 4个月的刻苦训练，倾
力奉献。

“塔沟武校的学生纪律性强，执行能力强，有较强的吃苦耐
劳精神和出色的团队意识，同时他们也参加过国庆60周年焰火
晚会的演出，对如此重要的活动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控能力，
所以组委会才会选中他们。”导演周胜说。

“雄狮醒，国魂燃”。据节目导演周胜介绍，《东方雄狮》以名
寓意，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舞狮作为创作题材，在以舞狮庆
祝新中国70华诞的同时，以狮子这一威猛的形象寓意中国这头

“熟睡的雄狮”已经觉醒，并神釆奕奕、逐渐屹立于世界之巅。
《东方雄狮》作为群众游行活动中第二个情境节目，由塔沟

武校 1080名师生共同演绎，整个节目以张弛有力、威武雄壮的
舞狮表演，寓意不断崛起和日益强盛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
和活力。

倾情演绎《东方雄狮》
塔沟少林小子凯旋

新华社多哈10月3日电（记者 吴俊
宽 刘宁 马向菲）2019 年多哈田径世

锦赛 3 日决出四项冠军。卫冕
冠军巩立姣在女子铅球决赛

中顶住压力，为中国队赢
得本届世锦赛上的第三
枚金牌。

现世界排名第一的
巩立姣决赛首轮就投
出19米07，在所有选
手中排名第一。第
二轮她又将成绩提
升到 19 米 42。虽
然身后的牙买加选
手托马斯·多德步
步紧逼，但巩立姣
顶住压力，最终凭
借第四轮的19米55
夺冠。

托马斯·多德在
第六轮投出 19米 47，

收获银牌。德国名将施
瓦尼茨以 19米 17的成绩

获得铜牌。
夺冠后的巩立姣难掩喜

悦之情，她笑着说：“拿了这个冠
军之后还是很开心的。但这个成绩

有些太低了，跟我预想的差太多。”

对于自己接下来的目标，巩立姣明确表示就
是 2020年东京奥运会夺冠，“目标相当明确，奥
运夺冠就是我的梦想！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
瓶颈期，我也遇到过。但是，我没有放弃，就是因
为我没有完成我的梦想，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
坚持。”

当日男子 110米栏颁奖仪式上出现罕见一
幕，2日决赛中位居第五的西班牙老将奥尔特加
和第三名法国选手马蒂诺·拉加德一起站上了铜
牌领奖台。

由于牙买加的麦克劳德在决赛中失去重心
摔倒，影响了邻道的奥尔特加。赛后西班牙队两
次申诉终获成功，赛事主办方向受影响时排在第
三位的奥尔特加追加授予一枚铜牌。

受到奥尔特加名次改变的影响，原本位居第
四的中国选手谢文骏名次降到了第五名。得知
这一消息后的谢文骏告诉新华社记者，进入了决
赛已经证明了自己，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努力去提
升实力。

当日进行的女子 400 米决赛中，巴林选手
纳赛尔创造佳绩，她以 48 秒 14 的成绩夺冠并
刷新亚洲纪录，同时也创造了该项目历史第三
好成绩。此外，英国选手约翰逊·汤普森获得女
子七项全能金牌，德国的考尔问鼎男子十项全
能冠军。

目前在世锦赛奖牌榜上，中国队以三金
三银三铜的成绩排在美国队之后，继续占据
第二位。

田径世锦赛：一掷“铅”金中国“姣”傲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上映五天，
截至4日中午，票房已经超过13亿，成
为国庆档最热电影。值得注意的是，
电影的七个小故事中，有两个是以体
育为题材的。以北京奥运会为题材的
《你好，北京》和 1984洛杉矶奥运会女
排夺金为题材的《夺冠》成为群众口碑
最佳的两个段落。

为何体育题材可以成为这部票房
大片的中流砥柱？体育电影为什么有
着让人着迷的魅力？而中国体育电影
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呢？

两个体育题材段落受好评

以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女排夺
冠为题材的《夺冠》围绕上海市井的群
众聚在弄堂集体收看女排比赛转播的
场景，以中国女排的战况、电视天线时
好时坏和两个小学生的纯真情感构建
十足的悬念和张力。

“看女排”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
集体记忆，很多人是一家三代围坐在
电视机前收看电视转播，因此很容易
就激起了集体的共鸣，产生代入感，
因此，观影现场很多人看到张蓉芳扣
下最后一分，中国女排战胜美国队夺
冠，热泪盈眶。

而《你好，北京》讲述一个出租车

司机“张北京”的故事，以一张奥运开幕
式门票的得与失作为主要的戏剧冲突
核心，在经历了一系列意外之后，以温
情的结局收尾。一个普通小人物在大
历史事件中的抉择，可以说是当时千千
万万中国人民的缩影。

在某网站超过8000名网友参加的一
个评选电影最佳段落的网络投票中，《你

好，北京》和《夺冠》分别获得了27％和26％
的网友支持，成为口碑最佳的两个段落。

体育电影为何如此有魅力

从《我和我的祖国》这两个片段来看，
体育更是能够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个人、
集体与国家精神的统一，因此对于主旋律
电影来说，是绝佳的题材。

可以说，体育电影可以将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从国际
优秀的体育电影来看，其选材、叙事风格
和影像表达都丰富多彩，形成了电影中最
绚丽多彩的一个类型。

从电影的视角上来看，以个人奋斗，
从而完成逆袭的较多，如《追梦赤子心》
《一球成名》等，都是体育电影中耳熟能
详的佳作。而励志再加上性别平等的视
角，让 2016 年的《摔跤吧！爸爸》成为近
年来体育电影中的爆款。而以种族平等
为内核、表现美职棒第一位黑人球员的
《42 号传奇》，也录得了将近一亿美元的
票房。甚至，讲述棒球俱乐部职业经理
人的《点球成金》，也成了票房和口碑的
双佳作。

体育是和平时代的战争，其本身属性
让它很容易在电影中创造出节奏、气氛，
从而带来强大的情绪张力，因此，《绝杀慕
尼黑》可以用一场篮球赛拍成一部电影。

体育自带健康向上的积极标签，让
很多一线的演员很乐意出演体育电影，
以好莱坞为例，汤姆·汉克斯、汤姆·克鲁
斯和布拉德·皮特等都出演过体育电影。

而除了以体育为主要题材的电影，
还有更多的优秀电影中应用了体育元
素，为其增添了不少魅力。

中国体育电影路在何方

目前，我国体育电影的创作选材、
叙事和表达都还较为单一，从早期的
《女篮五号》《沙鸥》，到最近上映的《攀
登者》，到仍在拍摄的《李娜传》和《中国
女排》，更多的是以国家荣誉作为基调，
针对著名人物或者球队的历史再现。

在大的历史背景下，用小切口来讲
故事，或许是中国体育电影目前所欠缺
的。这次《我和我的祖国》中的两个片段
恰恰就是以这样的叙事方式赢得了良好
的口碑。我们期待更多以人为本、充满
人文关怀、讲述普通人故事的体育电影。

而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的
体育电影也可以做得更多。体育作为
国际通用语言，几乎是最好的文化传播
介质。如何讲好中国的体育故事，如何
借体育载体讲好中国故事，值得学界和
业界求索与实践。

新华社记者 王浩明

体育元素闪耀《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体育电影路在何方？

本报讯（记者 陈凯）10月 3日，2019年全国青少年体育训练营（郑
州站）暨 2019年河南省青少年体育网球训练营，在郑州英开体育公园
激情开营。来自全省各地的近 200名网球小将汇聚于此学艺再提高，
进一步提升各自的技能水平。

本次训练营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郑州市体育局承办，郑州英开
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参训的小营员全部为 10~14 周岁的青
少年。培训内容包括网球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两大部分，并通过技
术指导、多媒体教学、体能训练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小营员们的整体
能力和综合素质，全部训练营将于 10月 7日结束。

网球小将郑州学艺

新华社伦敦10月3日电（记者 张薇）欧罗巴足球联赛
3日展开多场较量，中国球员武磊为西班牙人队力拔头
筹，帮助球队2∶0客场战胜莫斯科中央陆军队。英超两强
阿森纳和曼联境遇悬殊，前者 4∶0送走来访的标准列日，
后者客场与阿尔克马尔互交白卷。

当日，“武球王”首发出场，并且在第64分钟打破场上
僵局。他接队友身后妙传禁区中路挑射，球越过倒地的
对方门将滚入球门。补时最后阶段，坎普萨诺为客队再
添一分。不过，两轮比赛 1胜 1平的西班牙人只能暂居H
组次席，保加利亚球队卢多戈雷茨两连胜领跑该小组。

今夏刚刚加盟“兵工厂”的巴西前锋马蒂内利当晚异
常闪耀，开场 13分钟就接蒂尔尼的横传头球破门。3分
钟后，这位上赛季还在巴西第四级别联赛磨炼的 18岁新
人起脚射门，又一次让对方门将望尘莫及。而为马蒂内
利第二个进球助攻的纳尔逊也不过才19岁。面对充满朝
气和想象力的阿森纳“青年军”，来自比利时的对手显得
无力应对。第 22分钟，20岁的威洛克一脚低平有力的射
门中的，阿森纳 3∶0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马蒂内利助
攻塞瓦略斯锦上添花，将比分最终定格在4∶0。

同日，曼联的阵容也“面貌一新”，与对阵阿森纳时相
比出现 8处变动。不过主帅索尔斯克亚并没有选择太多
新人，首发 11人中有 6人年龄超过 25岁。然而，也许是
客场的人造草皮让“红魔”球员无所适从，曼联全场竟然
没有一次射中门框范围，最终与对手0∶0战平。

欧罗巴联赛：

武磊打开进球账户

本报讯（记者 成燕)十一长假期间，众多市民带上亲朋好友到升级
改造一新的郑州市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感受汉代冶铁文化，推动
绿城假日文化游升温。

据了解，该汉代冶铁遗址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
州段附属遗产，同时也是我国因黄河而生、依黄河而兴的重要手工业遗
存，是我市古荥大运河文化片区重要展示节点。

为充分展示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的重要价值，该博物馆于2017年启动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基本陈列陈展提升工程，将陈展面积扩大1倍，展线长
度提升400%，细分为“序厅”“熔石淬金”“竖炉冶铁”“范模成器”“革故鼎
新”五个单元，通过遗迹展览、文物陈列、多媒体重现、VR互动等方式全方
位、多层次展现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的规模、价值和内涵。经过近两年的精
心施工和布展，升级一新的该馆于国庆节前夕正式对外开放。

假日期间，记者在该馆看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大家通
过遗迹展览、文物陈列、多媒体重现、VR互动等声、光、电方式生动展现
该遗址的文化内涵。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
吸引众多市民参观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参加完 10月 1日的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活动，河南彩车同其
他地方彩车一起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展出，连日来吸引了众
多参观者的目光。

展示现场，河南彩车大气俊美的造型设计、精彩生动的
文艺表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原厚重的文化积淀以及大河
儿女在新时代奋力逐梦的精神面貌。其中呈现出的“大玉
米”、郑欧班列等郑州元素，更展示了现代化、国际化的郑州
形象。

“牡丹仙子翩翩起舞，太极拳行云流水，少林武术刚劲有力
……彩车中的河南特色非常鲜明。”昨日上午，一位观众在河南
彩车前驻足停留许久，彩车大气的造型和车上精彩的表演，都
让他挪不开眼，“国庆节当日通过电视看到河南彩车，当时就觉
得眼前一亮，只是镜头呈现时间不长，让人意犹未尽，这次展出
总算让人大饱眼福了！”

据了解，彩车上的表演节目由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承办编
排，据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董事长张振中介绍，自8月初承接彩
车表演这一重大任务以来，该集团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动员
会、研讨会，并组织了以导演史曼为核心的主创团队，对演出
内容进行了精心的编排，每一位河南的演职人员，都是带着沉
甸甸的使命感和对祖国满满的深情祝福在表演，为了呈现出
最好的演出，每一个表演细节，都做到了精益求精、尽善尽美。

据河南彩车表演部分导演史曼介绍，本次表演、服装、造
型设计等突出表现了“鼓舞中原、盛世花开”的主题内涵，“为
了更好地呈现出彩河南形象，‘软件’的表演部分需要和‘硬
件’的彩车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从 8月份投入表演的两个月
来，表演部分经过多次的修改，包括舞蹈动作、演员站位等，
都进行了多次调整。”史曼说，两个月的排练，尤其是 9月 15
日后到北京后的排练，表演队伍认真对待每一场排练，从来
不走场，每场都是以带妆、全要素的面貌去呈现。他们的严
谨态度、饱满热情，多次获得北京车辆保障人员和其他省彩
车参与人员的赞赏。

据了解，国庆长假后，河南彩车将运回郑州，供群众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