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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盛景良时。昨天是中华
民族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在这万家
团圆的日子里，“庆中秋 读家训·谈家风
唱响龙族精神”活动在郑州图书馆举
行。2018“郑州银行杯”郑州国际马拉
松赛“姓氏跑团”招募令，也正式发布。
11 月 3 日，“郑马”开跑当天，“姓氏跑
团”的 300 名成员除了将身着印有各自
姓氏图腾的汉服参赛外，每人还将获得

一 块 极 具 特 色 的
“姓氏令牌”，助力
“郑马”将根植于
中原的姓氏文化，
传递给来自全国
各地的跑友。

《龙族宣言》
传递精神

“漫漫长河，泱
泱华夏，全球视野，情

系中华；正知正念，互联
互通，龙族后裔，四海一

家，我们是龙族后裔……”与
会嘉宾与现场小朋友一起诵读

《龙族宣言》的环境，将整个活动推
向高潮。这种诵读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
递，也为“姓氏跑团”发布招募令奠定了
精神基础。

据统计，在前 100个中华大姓中，有
82个直接起源于河南，涉及当代华人的
近 90%的人口。这一文化基因决定了，
将姓氏文化融于其中的郑州国际马拉松
赛由此具备了唯一性，而根植于中原的
姓氏文化，也得以借助“郑马”得到更广

泛的传播，让更多跑友了解自己的姓氏
起源，更深刻地理解中原文化。

“姓氏跑团”
授旗发令

活动中，郑州国际马拉松赛相关
负责人，向“姓氏跑团”发起人张清交
授“姓氏跑团”团旗，这也宣告着本届
郑马“姓氏跑团”招募令正式发布。活
动现场，百家姓电视剧《龙族的后裔》
演 员 之 一 的 王 千 友 也 专 程 从 北 京 赶
来，他还在现场通过手机微信视频通
话，邀请好友一起加入到“姓氏跑团”
招 募 活 动 中 。“ 今 天 能 来 参 加 这 个 活
动，我既开心又怀着一种崇敬之情，参
加郑州马拉松‘姓氏跑团’可以感受姓
氏文化，同时也可以作为传播者参与
传递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非常自
豪。”王千友如是说。

据了解，本届郑马“姓氏跑团”将通
过众筹的方式进行组建，跑团设计规模
为 300 人，年龄在 20 岁以上，身体健康
的跑友均可通过指定方式报名，报名截
止日期为 2018 年 10月 26日，限定人数
为 300人。

（上接一版）郑马宣传片由全球背
景的资深团队匠心打造。参与该片创
意的资深文化专家、传媒学者告诉记
者，该片以小视角切入大主题的形式
来呈现影像文字和画面，在以奔跑为
主题内容的同时，也集纳了郑州市最
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体现出郑州市
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城市风貌，将

“城市”和“马拉松”完美融合。最“中”

的马拉松由此呈现在观众面前。
宣传片以郑州市最具标志性的建

筑二七塔为开篇，艺术中心、“大玉米”
等地标建筑均出现在片中，飞驰而过的
高铁，既体现出郑州“米”字形高铁枢纽
的战略地位，也显现出正在建设中的国
家中心城市的飞速发展过程。郑州市
的文化传承与现代商都的城市发展脉
络得到完美体现，而在这座“活力之城”

“温暖之城”“文化之城”中，鸣响的发令
枪、跑者健美的身姿、浩荡而过的长跑
队伍，让人感受到的是充满生机的氛围
和蓬勃向上的激情，顿时产生纵身加入
长跑队伍的冲动。

据悉，在央媒和全国新媒体的大平
台上如此大范围宣传郑州，在马拉松的
历史上并不多见，越来越自信的郑州，
正在向全球展示自己的城市魅力。

首届“郑马”宣传片好评如潮

“郑马”延长报名时间
满足跑友需求 适当增加名额

郑马官方微信 郑马报名专用

比赛时间：2018年11月3日
赛事起点：郑州市绿城广场
赛事终点:郑州会展中心西门
路线沿途经过：中原区、二七

区、管城区、金水区、郑东新区
比赛项目及规模：
马拉松（42.195 公里）限报

6000人
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

限报6000人
健 康 跑（约 5 公 里）限 报

10000人
报 名 通 道 ：www.zheng-

zhou42195.com
报名费：
1.国外参赛者：每人350元
2.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参赛

者：马拉松每人120元、半程马拉松
每人100元、健康跑每人60元

2018郑州国际马拉松赛由中
国田径协会、郑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郑州市体育局、郑州报业集团
承办，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
松与健康跑三个项目，规模分别
为6000人、6000人与10000人。
其中马拉松与半程马拉松项目采
取预报名后抽签的报名方式，健
康跑项目限10000人，报满即止。

2018郑州国际马拉松赛

报名小贴士

“姓氏跑团”助力“郑马”
本报记者 陈凯 文/图

主场 1∶4 惨败在鲁能的脚
下，这一次，建业真嗅到了降级的
苦涩味道。尽管比赛还有七轮，
但连战连败的局面让中原球迷无
论如何看不到建业逃离苦海的希
望。“郭广琪，下课！张外龙，下
课！”惨败后张外龙第一次在航体
听到下课声。当球员谢场走到熟
悉的北看台时，红魔球迷背身表
示了极大的不满……联赛还有七
轮，建业保级警报已经拉响。

其实，每次的航体“鲁豫有
约”，鲁能都很少占到便宜，因此在
建业急需抢分的时候，中原球迷更
是对这场比赛充满了希望，更渴望
这场比赛能够给建业带来保级的
曙光，然而山东鲁能毫不留情大开
杀戒，在建业一次次错失机会之后
受到惩罚，伊沃还射失一个点球，
急红眼的心态和支离破碎的后防
线让建业最终以 1∶4的悬殊比分
负于山东鲁能，全队的士气和信心
达到了今年的最低点。

赛季初，建业请来了洋帅塔拉
吉奇，然而糟糕的战绩让这位崇尚

进攻的主帅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最
终灰溜溜离开建业。危难时刻，韩
国硬汉张外龙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巧合的是，张外龙执教建业的第一
场比赛正是对阵鲁能，那场比赛他
在济南奥体中心的包厢中观战，见
证了一场失利。对于强大的鲁能，
张外龙有心理优势，当年率领青岛
中能单赛季完成双杀，一举奠定了
在中超联赛中的江湖地位。齐鲁
德比早已烟消云散，张外龙辗转多
队，本赛季“救火”建业，本以为可
以神奇依旧，而且刚来之后，也一
度把建业带出苦海。然而主场对
阵苏宁，成了建业形势急转直下的
转折点，那场比赛，建业最后的绝
杀被视频裁判吹掉，更损失了二次
转会高价引进的外援卡兰加。缺
失了这位锋线杀手，建业的进攻损
失不小，尽管替补的外援里卡多也
偶露峥嵘，但仍然不能完全解决问
题，一波四连败之后，建业重新回
到了降级区。

4∶1大胜建业，让鲁能创造了
在河南客场作战的最大比分，而

建业更为一次次挥霍进球机会受
到惩罚。本场比赛，建业也不是
没有机会，但急躁的心理和脆弱
的后防线再次让建业惨败。鲁能
的本土球员成为绝对的主角，蒿
俊闵在第 2分钟就接刘洋的脚后
跟妙传在禁区内射门得手；第 36
分钟，刘军帅接塔尔德利的角球
扫射再下一城，这也是鲁能 U23
球员中超本赛季首粒进球；第 78
分钟和第 87分钟，塔尔德利完成
梅开二度，助攻的分别是金敬道
和吴兴涵。此外，门将韩镕泽全
场贡献了 6次扑救，让卡兰加、巴
索戈和伊沃一次次无功而返，他
还扑出伊沃一粒点球，成为鲁能
获胜的功臣。

本周建业继续坐镇主场迎战
华夏幸福，最近一段时间，华夏幸
福经过了人事变动后逐渐进入正
规，击败津门虎权健后更是士气
大振，在困难重重且又无人救火
的尴尬处境下，建业还能杀出一
条血路吗？

本报记者 刘超峰

建业拉响保级警报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文/图）刚柔并济的太极拳、变幻莫
测的太极剑……经过两天激烈角逐，第十二届“郑州银行
杯”郑州市太极拳锦标赛暨太极拳械演武大会，23日在郑
州市体育馆落下帷幕。最终，各项目组别名次各有归属。

本次比赛由郑州市武术协会、郑州银行主办，分为社
区组和社会组两个组别，设有集体太极拳和集体太极器械
两大项，包含陈式、杨式、吴式太极拳，52式太极拳，太极
剑，春秋大刀等84个小项，共吸引了来自我市各县（市）区
武术协会、武术馆校及社区健身站点的96支代表队、2767
名选手参赛。这些参赛选手中既包含了我市市直机关的
干部职工，又包含了各中小学校的师生，充分展现了我市
雄厚的武术群众基础。参赛选手在演武比擂一较高下的
同时，也畅享着参与武术锻炼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作为我市传统赛事、知名赛事、金牌赛事的郑州市太
极拳锦标赛暨太极拳械演武大会，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
12个年头，随着赛事的逐年举办，该项赛事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参与面越来越广、活动场面也越来越宏伟，已经成为
我市广大太极拳爱好者切磋交流和展示风采的重要“舞
台”。每年的郑州市太极拳锦标赛，也更成为我市广大太
极拳爱好者的节日和盛会。

市太极拳锦标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9月 22日上午，距离武术节开幕还有
30天，在绿城广场，伴随着《茉莉花》等悠扬的音乐声，太极拳、
舞狮表演、扇子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展演活动精彩上演，为武术
节倒计时“助兴”。

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将于10月 20日在登封
举行开幕式，为强化“当好东道主，热情迎嘉宾”的意识，营造隆
重的武术节氛围，郑州市体育局以倒计时60天和 30天为节点，
举办了大型的群众武术展演活动，以此也展示郑州武术广泛的
群众基础，进而充分发挥武术在全民健身中的独特作用。

据了解，“迎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群众武术系
列展示活动”已圆满举办 7项系列活动。于 8月 21日至 27日，
在郑州市各县(市)区已经分别开展了倒计时60天、武术进学校、
进社区、进乡镇、进企业、进机关、进军营“六进”活动。已有约
2018位武术爱好者向广大市民展示精湛的武术技艺，武术节倒
计时30天在即，将集中举行千人武术展演活动。

群众展演迎武术节倒计时

本报讯（记者 陈凯）千呼万唤始出来，在距离出征 2018年
女排世锦赛仅剩一天之际，中国女排出战本次比赛的14人大名
单终于在昨天中秋佳节“新鲜”出炉。河南姑娘朱婷以及袁心
玥、张常宁等8位奥运冠军榜上有名，她们将成为中国女排征战
本次世锦赛的实力担当。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朱袁张”组合
继2017年大冠军杯后，再度联袂出战。

中国女排征战本次世锦赛的 14人大名单与出战雅加达亚
运会时的大名单基本相同，朱婷、袁心玥、颜妮、丁霞、龚翔宇、林
莉等主力队员顺利入选，而曾春蕾、刘晓彤都是国家队的老队
员，技术成熟、经验丰富，入选在情理之中。另外，今年涌现的新
秀李盈莹、胡铭媛是新人中表现最好的两名队员，她们入选合情
合理。因伤错过亚运会的张常宁出现在名单中，她作为中国女
排过去几年的主力主攻，对中国女排非常重要，她的入选，对球
队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正如几天前中国女排主教
练郎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张常宁虽未达到最佳的状态，但比之
前已经好了许多。

新秀副攻杨涵玉“压哨”入选，这也意味着二传手刁琳宇遗
憾落选。杨涵玉在瑞士女排精英赛上表现不错，抓住了最后的
机会，而刁琳宇则因近期表现不稳定而无缘本次世锦赛。

本次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主要还是要依靠朱婷、袁心玥、
丁霞、林莉、颜妮、龚翔宇、张常宁、刘晓彤 8位里约奥运会冠军
成员，此外世界大赛经验丰富的曾春蕾也是中国女排所要仰仗
的“利器”。另外，新秀李盈莹已经成为中国女排的实力增长点，
她有可能成为中国女排在本次世锦赛上的奇兵，如果能用好她，
中国女排依然具备在本次世锦赛上争夺奖牌甚至冠军的可能
性。胡铭媛、杨涵玉都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重大的世界比赛，只要
有上场机会，她们还是要争取打出自己的水平。

2018年女排世锦赛将于9月 29日—10月 20日在日本6个
城市分别先后举行，中国女排在小组赛阶段被分在了B组，同组
的还有古巴、土耳其、加拿大、保加利亚、意大利 5支队伍，其中
土耳其、意大利两队实力强劲，其他对手也不容小觑。因此，中
国女排所在的B组也被称为“死亡之组”。

中国女排出征世锦赛
八奥运冠军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由潘越执导，于和伟、李小冉领衔主
演，邬君梅、姚奕辰、谈莎莎等实力派演员主演的都市情感轻喜
剧《下一站，别离》，近日在深圳卫视二轮圆满收官。该剧凭借轻
松“有梗”的情节设置，对“爱无能”、“早更”等社会话题的深度讨
论，以及于和伟、李小冉等实力派演员对角色的细致呈现，再一
次收获了无数观众网友的点赞好评。

首轮播出中，观众被“秋讨厌”气到“吐血”，纷纷想寄刀片给
编剧。如今深圳卫视再刷时新老粉丝面对于和伟上演的“于式
喜剧”，仿佛释怀许多，新梗分分钟上线。“秋讨厌”不再是观众眼
中的那个不解风情、耿直毒舌的形象。许多观众纷纷改观觉得：

“毒舌说明这个人物对待爱情，是成熟理智的，而且对盛夏说的
许多话都是看似毒舌，实则都是极具建设意义的。”认为“于式喜
剧”给大家带来的禁欲总裁秋阳，应该叫“于皮逗”更为贴合。面
对盛夏皮的要死，面对姐姐逗的可爱。于和伟用自己的快乐法
则从细枝末节处演绎角色本真，用对待角色最诚恳的态度向观
众解锁婚姻围城。

该剧自深圳卫视二轮播出以来，再次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
喜爱。许多观众在“秋夏夫妇”身上感受到了生活又一次的洗
礼。从“秋夏夫妇”前期在剧中的各种互怼，到秋阳前任顾晓曼
的出现让大家“同仇敌忾”的吐槽前任，再到最后“秋夏夫妇”的
深情一吻，观众从他们的“婚姻”中慢慢探索出夫妻间理应包容、
仁爱的相处之道。许多观众表示：“能忠实于生活本来面貌的写
实，把描绘的目光集中在我们普通人身上，让现实生活中本不易
被人们发现和触痛的情感疾病得到重视，很温暖很治愈。”该剧
用轻松、幽默的故事外衣，包裹极具时代感的戏剧元素，用“情感
疾病”牵起无厘头的婚姻故事，在映射现实问题的同时带给观众
无尽的正能量。

《下一站，别离》二轮收官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3日，2018赛季女超联赛第 11轮比
赛中，河南徽商女足主场1∶5不敌实力强大的江苏苏宁女足，排
名继续倒数第二。

本场比赛，球队做出大胆变阵，力求与对手一较高下。比赛
一开场，河南徽商女足便借助主场之利展开积极逼抢。果不其
然，大家的努力收到了回报，第24分钟，利用客队失误收获乌龙
大礼，之后江苏女足打进扳平一球。

下半场比赛，苏宁女足继续发起猛烈的进攻。第 65分钟，
江苏队获得前场定位球，万如意主罚的任意球势大力沉直入死
角！苏宁女足将比分反超。第82分钟，苏宁女足唐佳丽一脚劲
射皮球击中立柱后弹入球网，1∶3。两分钟后，苏宁女足替补登
场的吴澄舒禁区内晃开防守，起脚抽射皮球直入死角。终场结
束前，苏宁女足外援塔比莎再入一球。最终，河南徽商女足主场
1∶5不敌江苏苏宁女足。

徽商女足主场惨败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近日，轻武侠网剧《少年江湖物语》正
式开机，该剧有别于传统武侠，年轻化的演员阵容、青春式的潇
洒江湖，全新的“轻武侠”概念引人关注。

据了解，《少年江湖物语》由人气演员周彦辰、骆明劼、苏晓
彤、宋继扬、谢兴阳、刘剑羽领衔主演，更有实力新人范奕泽、戴
祖雄、孙子航、苏健铨等倾力加盟。年轻化、高颜值、少年感成为
其不可忽视的气质，使得剧集在还未播出便受到了大众的高度
关注。主演周彦辰因参加《偶像练习生》人气大涨，舞台上，他唱
跳能量强大，生活中，却宛如一位邻家大男孩，性格亲人、欢脱，
所以此次帅气小哥哥在江湖中的“C位”出道，令人期待。骆明
劼曾在《飘香剑雨》中饰演冷峻孤傲的凌北修，《闪光少女》中饰
演了高冷的王文学长，这些作品令他沉稳、高冷的形象深入人
心，此番在《少年江湖物语》中，他是否会迎来新的突破，且拭目
以待。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不仅有曾执导过大热话题剧《北京女子
图鉴》的黎志作为监制，同时新锐导演李雁倩（《秀丽江山》《淘气
爷孙》）此番身兼编剧与导演，更是将所长类型发挥极致。此外
还有参与过《动物世界》的美术设计何煜辉、《和平饭店》的造型
设计夏振宾、《天盛长歌》的梳化造型团队以及《滚蛋吧肿瘤君》
的声音设计邱逸等知名幕后团队倾力加盟。

《少年江湖物语》开机

左图：9月23日，尤文图斯
队球员克·罗纳尔多（右）在比
赛中停球。当日，在意甲联赛
第五轮比赛中，尤文图斯队客
场以2∶0战胜弗罗西诺内队。

下图：9月23日，巴塞罗那
队球员梅西在比赛中。

当日，在2018－2019赛季
西甲联赛第五轮比赛中，巴塞
罗那队主场以 2∶2战平赫罗
纳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