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黝黑的皮肤透着
健康，铜铃般眼睛满是
兴奋，左顾右盼间充满
好奇。他，独龙族少年
齐顺勇，插上自己梦想
的翅膀，从云南省怒江
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一
路走来。

倒车几次到大理
后再乘飞机，5 月 3 日
晚，齐顺勇在父亲齐文
明 的 陪 伴 下 抵 达 郑
州。“激动！”刚到下榻
的酒店大堂，小顺勇这
样描述自己此刻的心
情，“以前从来没有出
过（云南）省，在家就梦
想着能够和各民族的
小朋友一起唱歌，一起
玩耍，一定特别开心！”

5月 8日的登封观
星台，身着各民族传统

服装的 56个民族少年儿童，将齐聚火种采集仪式现场。负责组建
童声合唱团的郑州广播电台，之前深入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
夏、云南等地，寻找到最具特色的民族小歌手，齐顺勇就是这中间的
一员。能够参与其中，于 12岁的齐顺勇来说的确意义非凡，他说：

“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有几百名学生，都祝愿我参加这次活动能取得
成功。”

独龙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约有 6900人。处在
独龙江河谷的独龙江乡不但是独龙族最主要的聚居区，也是中国独
龙族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区。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高黎贡山和担当
力卡山之间，独龙江犹如一条永不疲倦的银色巨龙，自北向南咆哮
而过。这里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形成封闭式的地理环境。瑰丽多
彩的自然风光、原始粗犷的独龙族文化和每年长达半年的风雪封山
期使得独龙江和外界隔绝，充满了神秘。

在独龙江乡中心小学上五年级的齐顺勇，对河南的了解并不
多，“之前只能在书里了解到嵩山、少林寺，现在能够代表独龙族到
祖国的中部看看。刚才坐车过来，这里真的好漂亮，完全想象不出
来。”小顺勇仍沉浸于新奇之中。齐顺勇姐弟三人，“他姐姐在县里
读书，很遗憾没能送顺勇。他弟弟下半年才上小学，既羡慕又佩服
哥哥。”齐文明说到自己的儿女，脸上写满幸福。

“在学校学有语文、数学、科学、品德、音乐。”小顺勇所说学科，
跟咱郑州的小学大差不差。“我很喜欢运动。”篮球、乒乓球、羽毛球、
气排球、跑步、跳绳……小顺勇说了一长串。“我知道库里、哈登、姚
明，还有詹姆斯。”不过，要是以为他是个追星族就大错特错了，当被
问及喜欢哪位明星时，小顺勇的回答颇为意外：“我不喜欢明星，只
喜欢最好的自己。”一个极具个性的独龙族少年。

说到人生目标，小顺勇脱口而出：“当医生！以后为父老乡亲看
病。”小人物有大志向。独龙族喜爱唱歌，正如他们自己唱的那样：

“我们的歌谣，多得像独龙江水，永远流不尽，唱不完。”代表能歌善
舞的独龙族参加火种采集仪式，齐顺勇表示：“希望能够唱出我们独
龙族的奋斗之歌、希望之歌。”

他，从独龙江乡走来
本报记者 王文捷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落后，扳平，逆
转。昨天，在中超一场关键保级六分之战
中，建业做客京城挑战“副班长”北京人
和，经过 90分钟跌宕起伏的较量，建业队
在先失一球的被动局面下奋起反扑，最终
凭借外援巴索戈和本土球员冯卓毅的进
球，以 2∶1有惊无险击败保级对手北京人
和拿下两连胜，暂时摆脱保级险情。

本场比赛，建业主帅王宝山周中在足
协杯比赛中雪藏全部主力，目的就是全力
以赴备战本场关键之战。去年以升班马
身份加入中超的北京人和在保级大战中
早早脱身，而本赛季却是开局不利，遭遇
四连败。不过随后球队就出现了明显反
弹，最近三轮保持不败，其间更是在主场
被爆冷 2∶1击败广州恒大，那也是广州恒
大本赛季联赛至今的唯一一场失利，上一
场他们同河北华夏幸福的比赛也是直到
最后时刻才被对手扳平。

对于目前同积 5分、同样以保级为目
标的两队而言，这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6
分大战”。面对北京人和，无论是主帅王
宝山还是中场核心伊沃都没有丝毫陌生
感，前者曾经担任过人和的主教练，后者
更是为人和冲超立下了汗马功劳。上赛
季，王宝山就已经率建业队在丰体同老东
家有过交手，以 0∶1输掉比赛，这也使得
后来的成功保级经历更加传奇，不过当时
受回避原则限制，刚从人和回归建业的伊
沃并没有出场。上一轮才打入本人运动
战首粒进球的伊沃在反击旧主时一定不
会手软。

比赛开始后，主场作战的北京人和率
先发起进攻，两队都有不错的得分机会。
第 17分钟，罗歆右路得球发动攻势，曹永

竞送出一脚精妙直塞，迪奥普反越位杀入
禁区，王上源身后将迪奥普放倒，主裁张
雷示意王上源犯规，判给人和一个点球。
经过 VAR视频裁判的确认，张雷维持原
判，迪奥普亲自主罚点球推向右下角，吴
龑判断方向失误，人和凭借这粒进球主场
1∶0暂时领先。第25分钟，建业长传球发
动进攻，奥汗德扎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巧妙
送出直塞，巴索戈反插刘健身后单刀推射
破门，建业客场1∶1扳平比分。

下半场，建业队反击更具威胁。第
50分钟，建业左路组织进攻，奥汉德扎禁
区内得球带到了弧顶右脚一记爆射！皮
球击中横梁弹出！冯卓毅跟进轻松头球

补射空门得手，建业2∶1反超比分。第88
分钟，建业用 U23 球员杜长杰换下巴索
戈。全场补时 6分钟，建业顽强防守保住
胜利果实。

11日，建业继续客场作战，挑战近况
不佳的华夏幸福。

又讯（记者 刘超峰）在上周中的足协
杯比赛中，2019年中国足协杯第 4轮，河
南建业客场挑战广州恒大淘宝。上半场
第 40分钟，恒大队员郜林打进一球，河南
建业队 0∶1 暂时落后。下半场第 84 分
钟，恒大冯博轩再进一球。最终，河南建
业 0∶2负于广州恒大淘宝队，无缘足协杯
16强。

完美逆转北京人和
建业队喜获两连胜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
者从建业足球俱乐部获悉，因武汉
比赛场地不合格，建业原定推迟到
5月 8日与武汉的比赛再生变数，中
国足协与建业和武汉两家俱乐部
商量之后，最终敲定这场比赛将在
2019 年 6月 8日进行，由于 5月初
11天四场的密集赛程，加上目前球
队的伤病情况，对于河南建业来
说，这次推迟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原定建业客场挑战武汉卓尔，
全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因
比赛延期，对于建业来说影响还是
比较大，毕竟建业队已经抵达赛
场，甚至部分客队球迷也已经做好
远征的准备，路费、酒店住宿等都
需要更改。对于遭遇的突然“袭
击”，河南建业队第一时间也发布
官方消息，通报了比赛延期的情
况，并向远征而来的建业球迷表示
抱歉。

这次最终敲定比赛日期，建业
不仅避免了连续作战阵容不整的
尴尬，届时停赛的主力顾操也可披
挂上阵，加上外援巴索戈可以归
队，建业可以派上最强阵容出战。

客战武汉
推迟到六月

北京人和队球员尼扎木丁·阿凡提（左）和曹永竞（右）在比赛
中防守河南建业队球员奥汗德扎（中）。 新华社发

《复联4》持续“吸金”

记者从河南奥斯卡电影院线获悉，5
月共有 33部新片上映，受“吸金王”《复联
4》的影响，重磅影片多集中在 5月中下旬
登场。

除了正在热映的《复联 4》，由郭采洁、
郑恺、谢依霖、李东学等主演的爱情电影
《下一站：前任》为银幕增添了一抹爱情的
亮色。影片讲述了“得罪”爱神的女孩林心
恬（郭采洁饰）从小到大一直情路坎坷，总
是将现任变前任，与真爱频频错过，最终在
完美情人吾川和初恋男神黄克群两位追求
者中抉择，找到真爱的故事。

揭示国人劳动“奇迹”、全景式再现港
珠澳大桥工程建设过程的纪录片电影《京
港澳大桥》正在热映，影片以港珠澳大桥建
设最后一节沉管 E30 号沉放安装过程为
叙述主线，表现了中国桥梁建设者们自力
更生、“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艰苦卓
绝的奋斗历程。

女性题材和家庭片是5月主流

10 日上映的影片《一个母亲的复仇》
改编自2012年印度德里“黑公交”案，作为
国内大银幕首部女性复仇高能电影，《一个
母亲的复仇》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展现
得淋漓尽致。除了故事里直接的深刻主
题，影片还从侧面反映着印度现实社会的

女性意识觉醒。
17日上映的《妈阁是座城》由李少红

执导，白百何、黄觉、吴刚、刘嘉玲主演。
作为从业 30余年的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
人物，李少红暌违十三年，携《妈阁是座
城》重返电影市场，这一次，她讲述的是当
代女性面对爱情、生活、事业、家庭必经的
人生：“她们都能从这部影片中找到自己
的影子。”

摘得第9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佳
导演、最佳摄影三项大奖的家庭片《罗马》
将于10日上映，该片由墨西哥国宝级导演
阿方索·卡隆执导，细腻出彩的摄影画面、
深沉隽永的剧情成为今年各类电影节的大
赢家。在这部自编自导的作品中，阿方索
将镜头对准了故乡墨西哥，全片画面采用
70毫米胶片拍摄，全黑白画面配合真实的
声效，使得日常的生活场景渲染力十足。

题材众多选择丰富

由中日韩三国影人“隔空联动”、共同

打造的悬疑电影《双生》将于18日上映，影

片分为中日韩三个版本，三国主演均为“当

红新生代演员”，集演技、颜值于一身，本身

都有着超强的观众吸引力和话题热度。中

国版《双生》由刘昊然、陈都灵、赵芮主演。

20日上映的《过昭关》由本土导演霍

猛执导，影片中，有折风车、吃西瓜、捕小鱼

时的欢声笑语，也有走错路时的无奈迷
茫。影片以真实细微的镜头语言，刻画出
一幅老人与儿子、孙子的生活百态图，让人
感动之余多了几分思考。

此外，美国奇幻真人动画电影《阿拉
丁》、日本动画《龙珠超：布罗利》、英国动画
电影《托马斯大电影之世界探险记》等也将
于5月上映。 本报记者 杨丽萍

33部新片5月银幕竞秀

翩翩起舞演绎精彩

优雅的华尔兹、动感的伦巴、激情的
探戈……5月 1日至 3日的河南省体育馆
变成了一片舞蹈的“海洋”，“中国体育彩
票杯”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体育舞蹈项
目选拔赛暨第 27届河南省体育舞蹈锦标
赛，在这里隆重举行。

本届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
5219名选手，共计8566人次参赛，参赛人
数创下历届赛事之最。即将于今年 8月
份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首次将
体育舞蹈项目列为社会俱乐部组正式比
赛项目，因此本届比赛也是我省挑选体育
舞蹈项目参赛队员的选拔赛。

本届比赛每个项目及组别选出 8 对
选手入选全国二青会河南省体育舞蹈集
训队，再经过选拔后最终每个项目及组别
将确定 6对选手代表我省参加全国二青
会体育舞蹈项目的角逐。

中外骑手竞逐比拼

5 月 4 日至 5 日，体彩·五环体育杯
2019环中原自行车公开赛（长垣站）暨长
垣县首届“亿隆杯”自行车公开赛，在长垣
县举行。

长垣站比赛设有公路精英赛男子组、
山地车赛男女甲乙组和全民健身体验组

以及山地车赛本地组 7 个组别，参赛的
3000余名骑手中有 1000余名来自 12个
国家和地区 101支专业车队的运动员，另
外 2000余名骑手则为来自全省各地周边
省份的自行车运动爱好者。

黑白世界手谈斗智

5 月 1日至 2日，2019年河南省围棋
选拔赛在河南省棋牌院举行，来自全省各
地的 185名围棋爱好者汇聚于此，纹枰对
弈，一展风采。

本次比赛旨在备战第四届全国智力
运动会，进一步提高我省围棋运动竞技水
平，培养优秀后备人才，各组别选拔出的
优秀选手入选河南省围棋集训队，最终通
过考核的选手，将代表我省出战第四届全
国智力运动会围棋项目的比赛。

风驰电掣激情无限

4月 30日至 5月 2日，“体彩·威玛仕
杯”第二届河南省轮滑球公开赛暨 2019
单排轮滑球城市交流赛，在郑州市高新区

中心广场举行。来自辽宁、安徽、山东、河
南等地 36支队伍的 500余名轮滑球爱好
者相聚绿城，切磋交流，一较高下。

轮滑球也被称为“旱地冰球”，因为其

对抗激烈、观赏性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青少年喜爱。相对于冰球，轮滑球最大的

区别是比赛在硬地上进行，选手脚穿轮滑

鞋，场地大小和比赛规则和冰球类似。因

为成本低，场地易于安装，也被视为冰球

的普及项目，轮滑球选手也是我国冰球项

目选材的一个重要人群。

运动过节新时尚全民健身“嗨”五一
本报记者 陈凯 文 李焱 图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上午，河南豫子道围棋俱乐部签约仪式

暨新闻发布会，在紫荆山宾馆举行。会上，该俱乐部与旗下的领队、
教练员、运动员进行签约，标志着俱乐部的正式成立。河南省围棋队
将身披河南豫子道“战袍”征战今年的全国围棋乙级联赛。冲上全国
围棋甲级联赛和培育河南本土棋手，将成为河南豫子道围棋俱乐部
必须担当的两大重任。

曾经拥有刘小光、汪见虹、丰芸等国内一流棋手的河南省围棋
队，曾是国内棋坛的一支重要力量，但自从1993年取消专业队之后，
水平迅速滑坡。2000年，河南队从全国围棋甲级联赛中降入乙级，
自此与国内顶级围棋联赛绝缘，2005年甚至还降入过丙级联赛。

2016年 5月，河南亚太围棋队凭借韩国名将李世石等队员的出
色发挥成功冲甲。但在2017赛季的围甲联赛中，又由于李世石的发
挥欠佳等因素再次降入围乙。降级之后，队员走光了，赞助商也没有
了，河南省围棋队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全力以赴获得了 2018赛季
全国围乙联赛的第八名并成功保级。去年，河南省围棋协会进行换
届后，河南围棋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最终经过多方努力，河南省围
棋队与河南豫子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功“联姻”，河南豫子道围棋
俱乐部随之孕育而生，并将以河南豫子道围棋队的身份征战将于今
年6月 14日至24日在浙江衢州举行的2019年全国围棋乙级联赛。

河南豫子道围棋队由我省职业八段、著名棋手王冠军担任教练，
职业四段棋手袁曦担任领队，四名“90后”队员分别是刘兆哲（23岁，
职业五段）、陈玉侬（21岁，职业四段）、应一涛（23岁，职业四段）、黄
春棋（16岁，职业二段）。袁曦告诉记者，河南豫子道围棋队是一支
年轻的队伍，队伍整体实力并不算太强，队中实力稍强的是刘兆哲和
陈玉侬，前者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等级分排名 100名左右；后者则
是去年围甲四川队中的成员。“我们今年的任务就是全力保级，力争
冲击甲级。围乙联赛共 16支参赛队，只降级 3支队，所以我们今年
实现保级的目标相对容易；围乙联赛前两名队伍才能冲甲，这个目标
我们实现起来难度较大，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会全力以赴。”袁曦满怀
信心地说。

豫子道联手河南围棋队

在《复仇者联盟4：终局
之战》的强力带动下，4月电
影市场票房一路高歌猛进。
步入5月，《下一站：前任》
《妈阁是座城》《双生》《罗马》
《过昭关》等众多题材各异的
国内外影片将相继上映，谁
能打破《复联4》一家独大的
局面？

运动过节新时尚，全民健身“嗨”五一！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在运动中度过一
个快乐的假期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我省在此期间举办的诸多赛事活动，让“爱动”的
人们在全民健身中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上接一版）带装合练一方面是试装，会根据他们的身高体重对服装
做适当调改；另一方面通过“破冰”互动游戏，能够让不远千里、万里
来到郑州的全国各民族小朋友有个交流机会。

我们一直说 56个民族、56枝花、56个民族是一家，这是一个大
家成为“一家人”非常难得的契机，增进了各个民族小朋友的认知、
交往。“我们给小朋友布置了一个作业，就是每个小朋友都能够通过
这个活动认识和结交10个以上的民族小朋友。只要有这样一个动
机，就能够去认识、了解、记住这些民族，可以说这是一次全国各民
族小朋友相互交流学习民族文化很好的机会。”王治纲说。

全国民族运动会童声
合唱团首次带装合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