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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玩儿：游戏、运动应有尽有

2019 年郑州首届体育庙会暨体育亲子
嘉年华，由郑州市体育局、郑东新区管委会、
郑州报业集团主办，郑东新区党群办、共青团
郑东新区工委、郑东新区市政园林局、郑东新
区教文体局、河南新发展体育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承办，旨在推动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
促进郑州市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活动以“奔
跑吧少年”为主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攀岩、撞撞球、趣味俄
罗斯方块、愤怒的小鸟、桌面吹气足球、蜗牛
攀爬等 15项大型充气闯关游戏吸引了所有
孩子和家长的目光，孩子们的嬉戏声，家长们
的呐喊声、笑语声此起彼伏，奏响了一曲全民
健身的优美乐章。

充气闯关游戏外，篮球、足球、击剑、射
箭、棒球、高尔夫、平衡车、旱地龙舟、飞刀侠
等十几种新颖的运动项目体验，也聚集了大
量孩子们的好奇目光，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
小小击剑运动员、小小棒球手们过足了运动
瘾，看着自己的萌宝成了“专业范儿”十足的
运动员，家长们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精彩瞬
间。“孩子们玩得太开心了，作为家长更开心，
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多好啊！”一位家长

一边拿着手机拍视频，一边笑着对记者说。
而在充满艺术气息的少儿美育专区里，

绘画、小提琴、声乐等体验展台外，都排满了
长长的队伍，这些项目也成了家长孩子们追
捧的体验项目。

有得买：特色小吃琳琅满目

“有得玩儿”，当然少不了“有得买”，潮
流、新奇、时尚的体育用品、服装、器材展览，
装满新鲜好玩物品的“汽车后备厢集市”，冰
淇淋、棉花糖、串串……20多种有颜有味的
地道特色小吃让置身体育庙会中的每一个家
庭发起全家总动员，找到每个人“买点”。

无公害的绿色农副产品来自三门峡卢氏
东明镇当家村生态养殖基地生产的绿壳爱心
鸡蛋，得到了大家的青睐，家长们纷纷慷慨解
囊，争相购买这些进行爱心义卖的产品，用实
际行动支持我省的扶贫事业。

奉献爱心：体育扶贫传递爱心

本届体育庙会，特别突出了体育扶贫和
公益元素，通过体育扶贫传递爱心。为期两
天的活动期间，主办方特别邀请了郑东新区

杨桥小学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家长们参与其
中，并向他们捐助爱心文具和体育用品，同时
教会他们一些简单的运动技能，让他们享受
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和自信。让这些贫困家庭
的孩子一样享受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嘉年华
和充满乐趣的儿童美育体验，给孩子们一个
美好的记忆，让他们体会到运动的快乐。体
验完击剑、射箭、棒球等运动项目，杨桥小学
的郝欣雨开心得合不拢嘴：“这是我第一次体
验这些运动项目，真好玩儿！能参加这个体
育庙会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儿了！”

活动主办方提前发起了“爱心小天使”活
动，所有参与庙会的小萌娃们拿出自己的旧玩
具或旧儿童书进行现场捐赠，让农村地区的孩
子们也有机会享受到来自城市的关怀和温暖。

郑州首届体育庙会主要发起方之一的负
责人严文斌告诉记者：“我们举办这场集体育
体验、体育表演、体育公益、体育展览、美食娱
乐于一体的春季体育盛会，就是希望通过体
育+爱心的方式，让孩子们在体育运动和爱
心专递中成长，在这场体育庙会中玩得更开
心，更有意义！我们也将以此次活动的成功
举办为契机，继续为郑州市民带来更多集参
与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的体育文化赛事。”

郑州首届体育庙会
全家共享欢乐精彩

本报记者 陈凯 文 李焱 图

做客京城建业憾负御林军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4月 13日，由郑州市文联主办，郑州
市戏剧家协会、郑州文化馆、移动戏曲频道共同承办的“郑州市
2019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在郑州文化馆百姓剧场成功举办，
经过激烈角逐，徐增华、张熙喆、刘欣雨等 9位选手和集体节目
《五女拜寿》获得金奖，杨景悦等 12位选手获得银奖，任婧雯等
14位选手获得铜奖。获得金奖的节目将代表郑州市参加 4月
底举办的第十六届河南省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有来自郑州市下辖各市县（区）的90多
名少儿报名，年龄跨度从4岁到 14岁，艺术水平出众、行当角色
丰富。经过筛选，50位选手 36个节目进入决赛，其中个人节目
33个，集体节目 3个，涵盖豫剧、曲剧、京剧、道情、四平调等多
个剧种及器乐独奏，充分展示了我市少儿戏曲教育取得的丰硕
成果。大赛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现场打分，当场公布
选手分数，并由电视台录制播出。

郑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王明山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家连续
出台多项弘扬民族文化、支持戏曲发展的扶持政策，郑州市大力
开展戏曲进校园、戏曲进乡村、戏曲进社区活动，广大少年儿童领
略了传统戏曲艺术的无穷魅力，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喜爱戏曲、
学习戏曲、传播戏曲。郑州市剧协将一如既往地为孩子们创造机
会、搭建平台，努力把最优秀的少儿戏曲选手选拔出来并推荐到
全省乃至全国戏剧舞台，为他们提供展示才艺的平台，让更多的
孩子关注戏曲、走近戏曲、传承戏曲，从而促进传统戏曲文化更好
地发展，使戏曲百花园呈现出花儿朵朵、万紫千红的生动局面。

戏曲小梅花赛圆满举行

本报讯（记者 曹婷 通讯员 吴瑞格）在 2019知识产权南湖
论坛“全球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知识产权中
原论坛期间，作为分论坛之一的首届中国（河南）工艺美术与知
识产权保护论坛 13日在郑州举行。来自工艺美术、知识产权、
法律等行业及省内外多所高校的5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
题积极建言献策。

据了解，首届中国（河南）工艺美术与知识产权保护论坛旨
在倾听工美人的心声，探讨工艺美术知识产权存在的问题，探索
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为工艺美术从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推动
全省工艺美术产业做大做强，助力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对话主题环节，来自工艺美术界、知识产权界的 12名专
家分别围绕“工艺美术版权与知识产权保护”“工艺美术商标、专
利与知识产权保护”两个主题进行研讨，与会代表积极献言，进
行了深度交流与对话。

此外，由省知识产权研究会与省内工艺美术协会联合成立
的工艺美术保护中心，还为四名工艺美术大师颁发了“河南省工
艺美术知识产权保护形象代言人”证书，授予宝丰县汝窑瓷业发
展中心为“战略合作单位”，举行了省知识产权研究会工艺美术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网站与艺功堂美术网站战略合作上线仪式。

各界专家学者在郑讨论
工艺美术与知识产权保护

本报讯（郑报融媒记者 秦华 苏瑜）4
月 12 日晚，舞台剧《一句顶一万句》2.0 版
本——《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在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现场掌声雷动，座
无虚席。冯小刚、徐帆、贾樟柯、董卿、李
冰冰、咏梅、岳云鹏、刘仪伟、齐溪、张默、
周杰等众多文艺界人士前来观看。

据悉，该剧巡演第二站将于 19 日、
20 日到达郑州，在河南艺术中心连演两
场。作为回馈家乡的专场演出，此次郑
州站演出由郑州报业集团、鼓楼西制造
联合主办，郑州日报、郑州晚报、郑州人
民 广 播 电 台、郑 州 电 视 台、中 原网联 合

支持，杜康酒业独家冠名。此前在郑州
举 办 的 发 布 会 上，原著 作 者 刘震云、导
演牟森均表示，期待这场回馈家乡的演
出能为老家河南的观众带来独特的戏剧
体验。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一句顶一万句
之出延津记》的宣传海报已出现在了郑
州市主干道和繁华街区，用黑白红经典
三色和寓意丰富的同心圆，彰显着中原
的独特态度。

中原路嵩山路交叉口附近的人行道
上，有市民减慢了脚步，郑州报业集团的
阅报栏里，黑白红的海报吸引了他们驻

足观看；金水路、花园路、文化路、黄河
路、正兴街……城市主干道和人流量比
较密集的街区，靓丽登场的海报默默向
路人诉说着它的执着与坚持，吸引人们
的关注；如果开车路过二七广场、穿越繁
忙的金水路，或者在国贸 360 附近逛街，
或者乘坐地铁二号线从黄河路站出来，
或者在文化路上的省体育场锻炼，都有
机会看到舞台剧《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
津记》色彩鲜明的宣传海报，似家乡的亲
人欢迎游子归来的热烈与盛情。

刘震云是全国知名的豫籍作家，其作
品《一句顶一万句》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

奖，并被翻译成 20 多种文字，具有广泛的
国际影响。改编成话剧后，已走过全国
20多个城市巡演，收获满满的好评。

2019 年，导演牟森将小说中《出延津
记》与《回延津记》两部分独立出来，卸下控
制总时长的包袱，从容地为剧中人加戏，堪
称舞台剧《一句顶一万句》的升级版。

4 月 19 日、20 日，让我们下周末晚相
约河南艺术中心，通过《一句顶一万句之
出延津记》，一起感受诸多普通人的渺小
心事，从万千心事汇成的洪流中见证河
南人能吃苦、能吃亏，有智慧、懂幽默的
品性。

《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北京首演成功
19日、20日在郑连演两场不容错过

垂马：撒向人间都是爱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离 4月 21 日郑州（高新
区）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甜蜜开跑的日子越来越近
了，从赛事组委会传来消息，届时将有一位重量级嘉
宾来到现场——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 5000
米冠军，素有“东方神鹿”之称的王军霞将为 7000名
参赛选手领跑。对于来到郑州高新区担任比赛领跑
嘉宾，第一次为女子专属马拉松赛事领跑，王军霞非
常期待：“我本身就在推广健身，现在也有越来越多
的人喜欢运动，希望到时候和大家多多互动和交
流。”

王军霞是中国田径史上的一个传奇，在运动员
时代曾经在全运会、世锦赛、奥运会上接连夺冠并曾
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在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她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运会长跑金牌
的运动员，矫健的身姿和骄人的战绩为她赢得了“东
方神鹿”美誉。她曾荣获第14届“杰西-欧文斯奖”，
成为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田径运动员。2012年入选
了国际田联名人堂，是中国乃至亚洲首位入选的田
径运动员。可以说王军霞是中国乃至亚洲田径人的
骄傲，给中国的田径史留下了非常辉煌的一页。

退役后的王军霞一直致力于推广全民健身，不
仅创办了自己的健康跑俱乐部，也积极参加各类体
育活动。46岁的她，跑起步来依旧身姿矫健。这一
次，王军霞应组委会盛情邀请担任郑州女马的领跑
嘉宾，她将会和现场的 7000名中外选手一起，为健
康甜蜜奔跑。本次赛事是河南省内目前唯一的女性
专属赛事，而王军霞也是第一次领跑女子半程马拉
松。“女性不要对自己有禁锢，其实女性跑步和男性
跑步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跑步本身就是一项强身、
塑形的运动，希望赛道上的每一名女性跑者都能大
方展示出自己的美，跑出最美丽的自己。”王军霞说。

身为一名资深跑者，王军霞不吝为跑友们支招：
“起跑不要过于兴奋，无论多开心都要控制速度，最
好是了解自己平时的能力，从起跑就开始匀速跑。
后程冲刺阶段最危险，要用心感受自己的状况，绝不
盲目为了成绩和完赛而死拼。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配速，而让你感觉到身体舒适的配速就是适合你
的。只有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真正体会到运
动过程中的快乐。总之，不比快、不比多、少攀比、不
急躁，合理分配自己的体能，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健
康永远放在第一位。”“东方神鹿”的到来，无疑为“二
年级”的郑州国际女子马拉松增色不少，而对于跑友
们来讲，在完成又一次挑战自我的同时，更能有和偶
像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可谓超值。

王军霞领跑
郑州女马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 8天激烈
角逐，2019年“巴迪瑞杯”全国网球团
体锦标赛，13日下午在中原网球训练
基地管理中心展开了最后的收官大战
——女子团体决赛。最终在一场“天
津德比”中，天津网球运动中心队以总
比分2∶0战胜天津华夏网球俱乐部队，
获得本次比赛的女团冠军。而在前一
天结束的男团决赛中湖北一队以总比

分2:0战胜浙江一队，摘得本次比赛男
团桂冠。

本次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拥有
王蔷、郑赛赛、王雅繁、刘方舟等中国
女网“金花”的天津军团，分出了天津
网球中心队和天津华夏队两支队伍征
战女团比赛，彰显出其强大的整体实
力。前者由王蔷领衔，后者则由郑赛
赛挂帅，两队最终如愿“相约”13日下

午进行的本次比赛女团决赛，最终，天
津网球中心队以总比分 2∶0战胜天津
华夏队，拿下这场“天津德比”的同时，
也斩获了本次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女
团冠军。在前一天进行的本次比赛男
团决赛中，湖北一队与浙江一队狭路
相逢，最终，湖北一队以总比分 2∶0战
胜浙江一队，摘得本次全国网球团体
锦标赛男团桂冠。

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绿城收拍

攀岩、撞撞球、趣味俄罗斯方块、愤怒的小鸟……蓝天、白
云、笑脸……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郑东新区足球公园成了孩
子们的乐园，一片欢声笑语的热闹场面。“华夏银行杯”2019年
郑州首届体育庙会暨体育亲子嘉年华，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市
8000多个家庭的3万余名市民欢聚一堂，在这场快乐运动、传
递爱心的活动中“约会”大美春天，共享欢乐精彩！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晚上，
在中超一场关键战役中，建业做了京城
挑战四连胜的北京国安，经过90分钟惊
心动魄的较量，建业队遗憾以1∶2不敌
强敌，成全北京国安五连胜傲气领跑，但
可喜的是，建业打破此前零失球的纪录。

本轮联赛国安稍有轮换，张瑀与
归化球员李可担任首发。建业派出三
大高中卫试图抵挡对手犀利的进攻。
此前建业 3轮 2平 1负，上轮对卓尔的

比赛因场地问题延期。中超交锋史
上国安对建业 11 胜 8平 3负，其中
主场对建业7胜4平保持不败。

比赛开始后，休息两周的建业开
场后反客为主展开积极冲击，短时间
内连续获得前场任意球。在建业压迫
下国安一时难以通过半场，李磊还因
拼抢犯规领到黄牌。随比赛深入国安
阵型拉开，开始体现中前场冲击力，建
业仍保持前压力度。持续激烈对峙

中，建业采取快速寻找巴索戈的战术，国安
则体现出多人中场、后腰位置人手充裕的
效果。第15分钟，奥古斯托左侧小角度攻
门被守门员吴龑拦截。此后国安控制力逐
步提升。第18分钟，建业在快攻中由巴索
戈赢得边路任意球，任意球传中后建业在
国安禁区内形成摆渡配合，冯卓毅攻门打
高。42分钟，奥古斯托左路扫传禁区，张稀
哲禁区中路迎上扫射被吴龑扑出。建业迅
速利用快攻形成攻势，巴索戈前冲中面对
出击的郭全博吊射打偏。

高潮出现在下半场，第55分钟，国安
取得了领先。建业后卫在防守中慌忙出
错不慎手球。主裁克拉滕伯格在经过
VAR视频回放后判定国安点球，奥古斯
托主罚一蹴而就，国安 1∶0领先。第 68
分钟，国安扩大了领先优势。奥古斯托
在边路拉扯开空间后送出倒三角传中，
国安的入籍球员李可拍马赶到轻松推射
得手，国安 2∶0领先。第 72分钟，建业外
援奥汉德扎禁区内强突被张瑀放倒，裁
判第一时间没有判罚，在视频裁判提醒
下改判点球，张瑀两张黄牌被罚下，奥汉
德扎操刀破门将比分扳成1∶2。

本轮冷门不少，尤其是一场未胜的北
京人和爆冷击败广州恒大，排名一举超过
建业，而此轮战罢，建业仅积2分排名倒数
第二，保级警报已经拉响。

4 月 20 日，建业将坐镇主场迎战津
门虎天津泰达。

13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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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绿地JW万豪酒店、千
玺广场58楼城市观光厅、上海科瑞物业郑州千玺广场管理处协
办的2019“益”起向上慈善垂直马拉松赛，在中原地标“大玉米”
隆重举行。

2019“益”起向上慈善垂直马拉松赛，是河南省慈善总会在
第31个世界血友病日到来之际，为关爱河南省贫困血友病患者
发起的公益活动之一，也是2019郑州国际马拉松赛系列公益活
动之一，旨在通过健康向上的全民健身方式，唤起更多的人关注
慈善公益、帮扶弱势群体、奉献爱心。这项体育和公益慈善有机
结合的比赛，吸引了众多爱心人士和运动达人的关注。在来到
活动现场的 200名参赛者中，年龄最大的 60岁，最小的只有 18
岁，而且有众多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年轻面孔出现，其中包括来自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几十位学生，可以看出在助力慈善公益事
业上，年龄不是障碍。

血友病患者现场接受救助款

本次慈善垂直马拉松赛，是河南省慈善总会在第 31个世
界血友病日到来之际，为关爱河南省贫困血友病患者发起的
公益活动之一。报名者每人定向捐赠 50元，就可获得参赛资
格。这笔费用经由河南省慈善总会，用于“血友病”的专项救
助工作。4月 13日，有 6位血友病病友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慈
善垂直马拉松活动现场，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比赛之后的
颁奖仪式上，这 6位血友病病友现场接受了本次活动筹措的部
分救助款。

安全保障，专业机构保驾护航

本次慈善垂直马拉松虽然只有 200人参赛，但是在跑者服
务和安全保障方面依然下足功夫，在 4个楼层设有饮水站，5个
楼层设有医疗点，赛道中还有几十位志愿者为选手保驾护航。
活动现场，郑州济华骨科医院、新郑神鹰救援队合计派出了 40
名安全救护人员到活动现场，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的现场救援
和安全保障。专注运动保险的深圳前海运动保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则为参赛运动员和志愿者提供了赛事期间的保险支持。

兢兢业业，50余名志愿者为赛事服务

在很多大型活动中，志愿者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本次
慈善垂直马拉松，得到了郑州校园志愿者的积极响应，出现在本
次活动现场的 51名志愿者全部来自河南经贸职业学院会计学
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些青年志愿者，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积极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也曾多次参加各种大型赛事的志愿服务工
作。这次到“大玉米”为慈善垂直马拉松提供志愿服务，他们积
极参加岗前培训，还牺牲了周末的休息时间，但大家毫无怨言，
动力满满。在中原地标“大玉米”参与本次志愿服务工作，他们
觉得很有意义。

积极响应多位名人“为爱发声”

本次活动在筹备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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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起向上！

本报记者 刘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