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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韬略 刘超峰）2018
天健湖·郑州国际女子马拉松赛将于4月
29日在郑州高新区鸣枪，为全面展示大
赛盛况，记录大赛精彩瞬间，郑州国际女
子马拉松赛组委会、郑州报业集团、郑报
豫览视界等机构将联合举办“2018天健
湖·郑州国际女子马拉松现场摄影比赛”
活动，比赛将面向摄影家、摄影爱好者及
广大市民征集大赛当天的盛大场面、感
人瞬间、运动员风采、辛勤敬业的工作人

员以及赛场沿途风光和建设成就等内容
摄影作品。

作品要求能够体现健康阳光的运动
生活理念，充分展现出女性的活力与风
采，突出“健康、时尚、美丽、快乐”等元
素；可以抓拍起跑、冲线、现场文艺表演、
观众为选手加油助威的场面，以及工作
人员、赛事官员、裁判员、交警、记者、医
疗救护以及志愿者等人员的工作场景；
同时还可以拍摄本次马拉松参赛与城市

风光的融合，用摄影作品塑造出一张张
城市名片。

据了解，本次比赛将设置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优秀奖若
干，颁发相应奖金及证书；本次活动征
稿邮箱为：zzwbsy@126.com 投稿时请
在邮件标题注明“女子马拉松”字样，作
品命名为：作品名+作者名+手机号，于
截稿日期前打包发送到征稿邮箱；截稿
日期为 2018 年 5 月 3 日。征稿工作结

束后，活动主办方将邀请摄影专家组成
评委组，对投稿作品进行评审，大赛获
奖情况和入选作品将在有关媒体和刊
物进行刊登、选用，同事对获奖作者将
进行表彰；热忱欢迎广大摄影家、摄影
爱好者和广大市民积极参与，踊跃投
稿，贡献佳作。

有关本次摄影比赛的具体情况，
请 关 注 豫 览 影 像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进 行
了解。

你展示你的美 他定格你的美
——2018天健湖·郑州国际女子马拉松将举办现场摄影比赛

新华社华盛顿4月23日电 美
职篮（NBA）季后赛首轮 23日进行
了两场比赛，火箭第三节拿下 50
分，以 119∶100 大胜森林狼，将总
比分改写为 3∶1。爵士“三巨头”合

砍 66分，帮助球队以 113∶96 力克
雷霆，总比分3∶1拿到赛点。

在火箭客场与森林狼的比赛
中，火箭球星哈登和保罗均发挥出
色，哈登拿下 36 分，保罗获得 25

分。本场比赛上半场双方打得难分
难解，第一节双方打成 21平，第二
节结束火箭队仅领先1分。

第三节成为本场比赛的转折
点，火箭队火力全开，三分球频频命
中，迅速将比分拉大，森林狼的防守
则彻底崩溃。第三节结束，火箭队
以 100∶69 领先 31分。末节，尽管
森林狼队展开了反扑，但因分差过
大，比赛过早地进入垃圾时间。

森林狼队的唐斯拿下全队最高
的 22 分和 15 个篮板，巴特勒斩获
19分，罗斯得到17分。

在雷霆客场对阵爵士的比赛
中，雷霆在总比分 1∶2落后的情况
下，一开场便加强了防守。首节结
束，雷霆以 30∶24 领先。第二节，
爵士球员的命中率开始提升，并逐
渐将比分追平并反超，爵士队以
58：52领先结束第二节。

第三节，由于雷霆大将威斯布
鲁克 4次犯规，所以他的防守有些
谨慎。这让爵士队一开始就打出
了 9∶0的小高潮，将分差进一步拉
大。爵士大将米切尔单节拿到 11
分，帮助爵士队在第三节结束时
以 90∶73 领先。末节，爵士队一
度领先 20 分，比赛逐渐进入垃圾
时间。

本场比赛，爵士队六人得分上
双，米切尔拿下 33分，因戈尔斯拿
到 20 分，卢比奥贡献 13 分。雷霆
队方面，乔治得到 32分，威斯布鲁
克拿下23分，安东尼获得11分。

NBA：火箭 单节狂轰50分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当建业队联赛再遇低迷之时，昨天下
午，在足协杯比赛中，以全华班出战的建业队已然无法扭转颓
势，经过 90分钟激战，最终以 1∶2客场不敌乙级队沈阳城市建
设，首轮足协杯比赛就宣告淘汰出局。

塔拉吉奇下课后，建业队还没有选中应急的救火教练，这
场足协杯只好由领队马宝刚带队出征。在昨天的首发阵容
中，也只有路尧、王飞、杜长杰等少数几个此前在中超联赛中
有过出场纪录的球员。比赛开始后，建业队明显不在状态，第
13分钟，门将王国明门前停球失误，被对方前锋李志斌断球后
射门得手，上半场补时阶段，又是李志斌，凌空抽射将比分改
写成 2∶0。建业队只是在下半场由杜长杰打回了挽回面子的
一球。

照理说，在目前联赛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对足协杯战
略性放弃是一种理性的，也可以理解的选择。然而比赛过程
确实令人失望，虽然没有外援，但建业毕竟还是中超球队，比
对手高了两个层次，而最终不仅输掉了比赛，而且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被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注意
力不集中，丢球过早，这些屡屡犯下的错误在替补阵容中依然
出现，由此可见，建业队本赛季到现在为止走得如此狼狈，绝
非偶然。

从沈阳回来之后，建业队马上就要投入中超的备战工作中，
29日他们将在济南挑战劲旅山东鲁能。而至今球队新任主帅
依然没有确定，建业要想在泉城全身而退难度颇大。

客场不敌乙级队
建业足协杯出局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泰国武里南联俱乐部官方网站日前
宣布，在河南建业效力了三年之久的菲律宾外援哈维尔重新
返回武里南联队，他将身披 20 号球衣。武里南联已经打进
亚冠东亚区八强，但估计哈维尔很难赶上与全北现代的首回
合比赛。

哈维尔曾于 2013至 2015年效力过武里南联，曾跟随武里
南联赢得过泰国超级联赛、泰国足协杯、泰国联赛杯和泰国超级
杯的冠军，他帮助武里南联成为第一支在单赛季赢得四项冠军
的泰国球队。

哈维尔 2015赛季从泰国武里南联队加盟建业，作为超高
性价比的亚外，他在时任主教练贾秀全的手下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哈维尔加盟建业以来，为建业各项赛事出场 60 次，打
进 21 粒进球并奉献 3 次助攻。加盟建业的首场比赛对阵天
津泰达便梅开二度，一举征服河南球迷。上赛季哈维尔因为
伤病原因仅为建业出场 5 次，出勤率大打折扣。下半赛季被
撤销报名。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菲律宾与西班牙双国籍的球员，选择为
菲律宾队效力的哈维尔间接帮助国足进入世界杯亚洲区 12强
赛。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哈维尔作为菲律宾队的核心球员奉
献了两次助攻并策动一粒进球帮助菲律宾队战胜朝鲜队，也间
接帮助国足进入12强赛。

哈维尔重返武里南联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市足协获悉，由国家体
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指导，中国足球发展基
金会支持，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主办，郑州市足球协会承
办，河南信大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杯”2018首届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郑州赛区）在大学科技园
足球场激战正酣，来自传统学校如郑上路小学、农科路小学等依
然表现不错，成为本次比赛冠军的有力争夺者，而来自塔沟武校
足球队派队参加，更为本次比赛增色不少。

本次比赛来自全市70支足球队伍及千余名运动员参加，共
分为小学 u8、u9、u10、u11、u12男子组及小学 u11、u12女子
组 7个组别。预赛阶段采用周末双循环赛制，赛期持续至 5月
中旬结束，共计600余场次。据了解，本届联赛在北京、郑州、昆
明、武汉、广州等 10个城市同时开赛。本次联赛分为预赛和总
决赛两个阶段，预赛阶段采用双循环赛制，每个组别将进行 18
轮比赛；决赛阶段采用赛会制，郑州赛区各组别优秀队员将组成
最佳阵容参加全国比赛。

城市少儿足球联赛激战正酣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由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四届
中国国际动漫节将于 4月 26日至 5月 1日
在杭州隆重举行。记者昨日从河南小樱桃
动漫集团获悉，作为本届动漫节的重头戏，
小樱桃集团将与华特迪士尼公司联合组团
参展并与国内外客商和动漫迷见面。

中国国际动漫节自 2005 年以来每年
春天固定落户杭州举行，以“动漫的盛会、
人民的节日”为宗旨，以“专业化、国际化、
产业化、品牌化”为目标，以“国际动漫、拥

抱世界”为主题，内容包括会展、论坛、商
务、大赛、活动五大板块 50多个品牌项目，
是亚洲规模最大、人气最旺、影响最广的动
漫专业盛会。

受中国国际动漫节组委会邀请，河
南小樱桃动漫集团将与华特迪士尼公司
联合设立星球大战主题展区，集中展示
《星球大战》电影、漫画、期刊、图书、消费
品等五类百余款产品，为广大动漫迷打
造一场星战盛宴。动漫节期间，小樱桃
动漫集团及其旗下的漫高娱乐公司还将

携《九鼎传奇》《惊奇博物馆》《HELLO！
登封》等原创动漫新作与国内外客商集
中见面。

河南省动漫产业协会有关专家介绍
说，小樱桃动漫集团与华特迪士尼公司达
成战略合作，全面开启了郑州动漫国际化
发展新征程，是河南乃至全国动漫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对河南文化
高地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合作项目
向纵深化推进，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国际
风范、中国风骨的动漫精品力作将不断从

郑州走向全国、飞向海外。
据悉，小樱桃动漫集团于去年 6 月与

华特迪士尼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首批合作
成果《星球大战》中文版漫画等产品已有 8
季推向全国市场，并于日前通过小樱桃动
漫集团旗下漫高娱乐公司官方微信、微博
开启日更连载。

昨日下午，小樱桃集团与迪士尼公司
联合展区已在动漫节主会场杭州白马湖生
态创意城动漫广场搭建完毕，将于 26日上
午正式开门迎宾。

“小樱桃”联袂迪士尼 出战中国国际动漫节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昨天从郑州市文物局了解到，
为提高非国有博物馆管理人员业务素质、提升办馆质量，发挥
博物馆社会服务功能，为期三天的郑州市非国有博物馆馆长
培训活动刚刚在郑州嵩山饭店圆满落幕，各区文物部门主管
科长及20余家非国有博物馆馆长参加了培训活动。

近年来，非国有博物馆迅猛发展，日益成为我国博物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收藏也从“私家珍藏”上升到

“社会共享”。目前，我市登记的非国有博物馆有 20 余家，
藏品涵盖陶瓷、拓片、家具、书画、化石、砚台等，品种异常
丰富，在填补门类空白、体现区域特色、展现行业特性及地
方文化特点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2017 年，全市非国有
博物馆共接待观众 56 万人次，举办主题展览 60 余个。同
时，各馆还积极地引进来、走出去，举办形式多样的社教活
动 70余场，这些主题鲜明的展览和活动不但为群众的文化
休闲提供了多样的选择，较好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也让更多的群众自觉参与到传承弘扬文
化、服务奉献社会的队伍中来，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此次培训内容涉及非国有博物馆政策解读、非国有博物
馆的现状及其管理问题、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关系、兄弟省市
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实践与探索，现场观摩教学，与会人员还
就“个人收藏到非国有博物馆馆长角色转换”，以及传承弘扬
优秀文化，服务奉献社会做了交流发言。

非国有博物馆馆长
集体“充电”

本报讯（记者 秦华）4月 23日，由太行山美术馆、70油画
公社主办的“‘同’——70油画公社作品展”在太行山美术馆
开幕。展览展出 70油画公社的 21位油画家精品力作近百
幅，展期至6月 23日，免费向观众开放。

此次展览共展出陈光龙、池颖红、郝雪鹏、胡强、靳其涛、
李洪震、李谟中、李晓伟、李哲坤、梁智龙、孟新宇、沈磊、沈水
明、宋冲、孙昌武、汪鹏飞、王永昌、辛建伟、许章伟、姚刚、余尚
红等 70油画公社的 21位油画家精品力作近百幅。同时，特
别邀请了国家一级美术师、著名画家丁昆、于会见参加展览。

70油画公社，每位画家常年坚持采风、写生创作，以画
家的敏锐视角表现新时代现实生活，以不同的色彩笔触描
绘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们以各自鲜明独到的艺术表达，共同
鸣奏着华美的艺术篇章。本次展出作品既有对田园风光、
自然景物的抒情性表达，也有对当代城市生活、都市景观的
贴切描绘。

展览吸引了来自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浙江、山东、陕
西、广东等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前来观展。值得一提的是，
湖北师范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烟台南山
学院、西安文理学院、洛阳第四中学的老师带领学生走进展览
现场教学，学生们时而拍摄展出作品，时而向参展画家提出问
题，参展画家一一为他们答疑解惑。

70油画公社
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陈凯）围棋、双升拼智力，投掷飞镖比准度，
重在参与，体验全民健身乐趣。昨天，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
会社会组·省直机关组围棋、双升、飞镖三项比赛，在郑州同
时开赛，三项比赛均为期 4 天。共有来自各省直机关单位的
822 名职工选手参加三项比赛，体验参赛乐趣的同时践行全
民健身。

本届省运会省直机关组围棋比赛昨天在省社会体育管理中
心开赛，比赛设有个人赛和团体赛两大竞赛项目，共吸引了省直
机关 39家单位的 96名职工选手参赛；昨天在郑州大酒店开赛
的双升比赛则为个人赛，共吸引了省直机关67家单位的324名
职工选手参赛。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参加两项比赛的职工选
手或是紧锁眉头聚精会神，或是妙招出手会心一笑，大家在围棋
和双升这两项平时喜闻乐见的智力健身项目中，一边比拼智力，
一边体验智力运动的魅力。

省直机关组飞镖比赛昨天在郑州市城羿尚羽射箭俱乐部开
赛，比赛设有硬式飞镖、软式飞镖两个项目，分男、女两个组别，
共吸引了省直机关 51家单位的 402名职工选手参赛。飞镖比
赛比的是准度，要求参赛选手要有很好的身心稳定性。

省运会省直组三项比赛开赛

随着国内马拉松
赛事的逐步发展，一
批专门为选手领跑的

“兔子”正在成为赛事的“标
配”。而2018天健湖·郑州国际
女子马拉松的比赛中，这些“兔子”更是
一群特殊的人，因为在专门针对女性选
手的半程马拉松过程中，他们是仅有的
被允许上赛道的男性。为了能让“兔
子”们有更好的表现，也让选手们享受
到更好的服务能够跑得更加顺畅、更加
舒心。昨天下午，赛事组委会专门邀请
了国内知名的马拉松赛事专业热身教
练韩菲，对他们进行了培训。

作用重要的“兔子”

在马拉松等长跑比赛中，领跑者
往往要比跟跑者耗费更大的体力，所
以在专业比赛中就逐渐出现了团队作

战 的 情 况 ，队
友 们 交 替 领
跑 ，成 为 一 种

重要的战术。随着人
们对领跑者作用的理

解和重视，也就逐渐出现了专门的“领
跑员”，他们的任务是以自己的实力来
帮助其他参赛者顺利完赛。

“兔子”的官方名称叫“配速员”，
他们的工作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来讲，
他们只需要和参赛者一起跑步就行
了，复杂则在于“兔子”必须依照相对
固定的速度前行，完成比赛。在比赛
中，“兔子”会带有写有不同完赛时间
的标记，参赛者根据自己的实力和目
标完赛时间，选择不同的“兔子”去跟
跑就行了。所以，“兔子”要有相当强
的个人实力，同时把握时间的能力也
要很强。虽然各自的完赛时间不同，

但“兔子”的平均速度是要基本稳定
的，每公里的速度误差上下一般不超
过15秒。

现在的大型马拉松赛事，组委会
一般都会提供“兔子”来帮助普通跑友
实现自身目标，而“兔子”的产生也都
是经过严格的招募、选拔和培训的。

当一名合格的“兔子”

此次郑州国际女子马拉松按照不
同的完赛时间：1小时 45分、2小时、2
小时 15 分、2小时 30 分、2小时 45 分
和 3小时，共设置 6组“兔子”，每组 5
人，共30人。

昨天下午，组委会特别邀请了美
女教练韩菲为“兔子”们进行培训，拥
有北京比戈跑步学院认证教练、美国
运动委员会认证私人教练等多个头
衔的韩菲，是国内知名的马拉松赛制

专业热身教练，曾为多个马拉松赛事
提供“兔子”培训，而她本人也是马拉
松运动的亲身参与者，来郑州前她才
完成了 4 月 22 日的上海国际半程马
拉松赛事。

历时两个多小时的培训，共分为
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韩菲从选择正
确的跑姿、常见损伤及康复、赛前的饮
食、休息、热身，以及赛后的拉伸、恢复
等方面为学员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并通过亲身实践，告诉大家如何配速
更准、和队友有效沟通，从而做一名

“合格的‘兔子’”。
在培训过程中，韩菲结合自己的

经验，特别强调了“兔子”的禁忌：配速
不准、乱扔垃圾、拨打电话、停下来拍
照、和跑友发生争执。“一定要记着
首先要有一颗服务赛事和跑友的
心，把责任放在首位。”韩菲说。

让一个靠谱的人为你领跑

女子马拉松进行
“兔子”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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