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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豪取三连胜，得益于王宝山对目
前这套阵容恰如其分地定位和使用。其中
最大的改变还在进攻上，巴索戈，这个曾经
在比赛后闹了点儿情绪的箭头人物一度让
人担心。显然王宝山对他无论是思想工作
还是技战术训练都卓有成效。巴索戈除了
继续用他的优势频频给对方防线带来威胁
之外，更知道了“抬头”踢球，配合意识明显
提升，能够不断为队友做球。

放弃控球权，利用奥汉德扎和巴索戈
的速度打对方的反击。在最近的联赛中，
王宝山的这一招可谓屡试不爽。尤其是
奥汉德扎，已经成为建业阵中最为倚重的
超级重炮手。客场连续拿下人和与苏宁，
令人期待的“巴扎黑”组合再次得到完美
验证。

除了“巴扎黑”的疯狂逆袭之外，在其
他位置上，此前没有出场的王上源得以首
发，但打得却不是他最习惯的后腰，而是顶
替了此前打满全部比赛的隋东陆的中后卫
位置。这一改变看似突兀，但实战效果却
非常好，由速度更快、更灵活，也更善于用
长传发起反击的王上源来指挥协调后防

线，看似被动，却是忙而不乱。
本赛季华夏幸福已经打了 3个主场，

结果 1平 2负，战平北京人和，输给了上海
上港和北京国安。这场和建业的比赛，华
夏幸福渴望获得主场首胜，更重要的是，这
是一场关键的“保级大战”。但结果华夏幸
福输球，建业借此快速攀升，华夏的处境更
加尴尬了。

可以说，建业和华夏是两支风格迥异
的球队。在实力上，建业在中超是位居中
下游的球队，建业的控球率在中超是倒数
第二，射门次数更是中超倒数第一，传球
成功率也非常低。但这支球队最大的优
势就是踢球玩命，建业客场对阵京城御林
军，北京国安 2∶1 艰难获胜，比赛中建业
以 29次犯规，加上不遗余力的拼抢，让国
安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客场对阵山东鲁
能的比赛，建业以 2∶2战平鲁能，都显示出
建业的韧性。

本场比赛，奥汉德扎的表现堪称完
美。他开场先是打进一脚惊天世界波，让
球队取得领先。在华夏幸福追平后，奥汉
德扎又突破制造点球并亲自罚进，让球队

再次领先。下半场，华夏幸福再次
追平，此时奥汉德扎再次发威，他
的脚后跟传球让搭档巴索戈获得
了单刀机会，后者一脚射门中的，让建业队
在客场“幸福”而归。两个进球，一次助攻，
奥汉德扎又一次扮演了球队获胜的功臣。

在建业近期的 5场比赛中，奥汉德扎
每场都参与或者制造进球，合计贡献 5个
进球和 3次助攻，场均贡献一球，如此高光
的表现让河南球迷欣慰不已。要知道，奥
汉德扎当初只是以第四外援的身份加盟建
业，要不是多拉多首轮联赛意外受伤，喀麦
隆人没准儿还坐在替补席上呢。

更为难得的是，奥汉德扎还激活了自
己的同胞巴索戈。连续两轮联赛，奥汉德
扎都给巴索戈送出助攻，这对非洲前锋都
是反击高手，个人突破极为犀利，两人合计
打进四球，是建业客场取得两连胜的关
键。而且在喀麦隆双煞带动下，建业也一
改上赛季攻击乏术的老毛病，8场联赛轰进
14球，场均接近两球。有了强大火力的保
证，建业近期取得三连胜，尤其两个客场都
赢了保级对手，更是非常“解渴”。

一波荡气回肠的三连胜，让建业队迅
速走出了之前的窘境，但这过程中暴露出
的问题，也在时刻提醒球队，远未到高枕
无忧的时候。联赛至今，建业队 8场比赛
场场进球，进攻的改善显而易见，但同时
也场场丢球。三连胜固然可喜，但建业绝
非万事大吉，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好在建
业已经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应该会带来更
多的惊喜。 本报记者 刘超峰

建业缘何快速逆袭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上周六，为期三天的“兴兰杯”第三届

全国农民体育健身大赛在河南省兰考县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
逐，花样繁多的各个组别结束争夺，最终河南队获得团体冠军，
黑龙江队和北京队名列团体二三名。与此同时，单项组别的冠
军也分别产生。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 400名
代表和选手参加。比赛由农业农村部、国家体育总局指导，中国
农民体育协会主办，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
农民体育协会、兰考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

在项目设置上突出“农”字和“趣”字，共设置四人趣味拔河、
3分钟 10人“8”字跳绳、晒场收谷大丰收、30米板鞋竞速接力
赛、健身路径大比拼、精准扶贫奔小康、足球过障碍射门接力赛、
花键接力计时赛、十字象限跳九个项目。

全国农民健身大赛落幕
河南队获团体总分冠军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5 月的太极圣地，春光明媚，鲜花盛
开。5月 11日，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太极广场彩旗飘扬，热闹
非凡，12000 名机关干部、高校学生、企业职工、社区居民、体
育社团等太极拳爱好者汇集在这里，参加全国太极拳健康工
程系列活动——2019年太极拳公开赛启动仪式，共享太极，共
享健康。

伴随着舒缓悠扬的太极韵，12000名参演人员开始集体演
练太极拳八法五步，动作整齐划一，刚柔相济，行云流水。为期
两天的2019年太极拳公开赛（河南站）在太极馆开赛，来自各地
的近 500名太极拳参赛选手，将参加竞技太极拳和传统太极拳
等项目的比赛。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
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河南省体育局、焦作市人民政府共同举
办，是第十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暨2019云台山旅游
节的重要活动。

太极拳公开赛焦作启动

昨日，体彩·“小网球手联盟”超级英雄主题网球嘉年华活动
在登封网球俱乐部亮相，来自全市的200多位家长、孩子汇聚
“功夫之都”，经过活动多种项目的考核，争当网球“超级英雄”。

活动中，网球小将们跟随化身“超级英雄”的教练，进行攀岩
（模仿“蜘蛛侠”攀爬）、射箭（模仿“鹰眼”射击）、大球拍打远（模
仿“绿巨人”发力）、网球精准度（模仿“雷神”召唤）等多项技能的
训练，并通过相应考核，成为“网球英雄”预备队成员。

本报记者 陈凯 摄

5月11日上午，第三届《亚星盛世家园杯》乒乓球比赛举
行。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来自十六支乒乓球队伍
的参赛选手积极参赛，围观的居民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为选手
加油助威，现场热闹非凡，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摄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由
郑州市豫剧院、登封市豫剧团合
作排演的新编古装豫剧《单娘》，
于 5 月 10 日在郑州艺术宫进行
了首场演出，受到观众好评。5
月 11 日上午，原创大型古装豫
剧《单娘》首演专家研讨会在河
南省文联举行，陈涌泉、齐飞、王
洪应、刘景亮、谭静波等剧作家、
评论家齐聚一堂，对该剧进行了
研讨。

明代中期，贤惠善良的农妇
单娘带着儿子春显嫁给了在外
经商的张廷玉，婚礼当日，张廷
玉的儿子金瀚抗拒父亲再娶，连
夜跑出家门，单娘冒雨将其找
回，通过真诚、真心的对待，逐渐
化解了金瀚的抵触情绪。曾被
后娘折磨的单娘，下定决心一定
要当好后娘，对待金瀚比亲生儿
子还要疼爱，可被惯大了的金瀚
却陷入赌博歧途，单娘悔恨交织
……《单 娘》情 节 紧 凑 ，人 物 鲜
活，向观众提出了“父母怎把儿
女养，敬望诸君细思量”的深刻
命题。

《单娘》是为崔（兰田）派再传
弟子、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得
意门生吴慧霞量身打造的原创豫
剧，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后娘形象：

她善良朴素，对孩子万分疼爱，却
教子失职，造成悲剧，发人深省。
在首演中，该剧流畅的情节、精美
的舞美、动人的唱腔赢得观众的
好评，现场反响热烈。

“一部好戏应该做到好听、
好看、动人，这些，《单娘》都做到
了。整部戏朴素自然，富有生活
气息，演员表演得很到位，情感
点的处理上恰到好处。”研讨会
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单娘》

题材独特，唱段优美，故事发人
深省，通过讲述家长里短的小故
事揭示了大道理，深刻探讨了如
何教育子女这一现实命题，是一
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戏。

同时，专家们也就细节处理
提出了修改意见。主创人员表
示，将继续对《单娘》进行打磨提
高，争取把它打造成一部唱得
响、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佳作。

古装豫剧《单娘》首演获好评

本报讯（记者 秦华 陈凯）从《永不瞑目》一炮而红，此后又
主演了《三国》《人民的名义》等多部热播剧，年少成名的演员陆
毅，多年来塑造了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5月 11日下午，
陆毅受邀来到郑州，与粉丝热情互动，并分享了演戏心得。

当日，阳光帅气的陆毅一亮相，便立刻引起在场观众的欢
呼。看到郑州的粉丝如此热情，陆毅也绽放出开心笑容，与粉丝
亲切互动，并热情分享了郑州此行的乐趣：“我非常喜欢郑州，之
前曾经在郑州拍摄过新版《三国》，来到这里，一定会吃羊肉烩
面、喝胡辣汤，郑州的美食很赞，此外，郑州观众的热情也让我很
感动。”

陆毅已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却似乎从未浮躁过、焦虑
过，一直抱有平常心。年纪轻轻便红极一时，他没有膨胀；在演
艺事业的关键时期选择将重心放在家庭，坦然享受家庭之乐；经
历低谷，他没有颓废；后来复出，拍戏节奏也是不急不缓。“我一
直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拍戏、生活，我不在意红或不红，事业是高
峰还是低谷，我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本心去认真诠释更多的好角
色，创作更多的好作品。”陆毅说，年过四十，他内心多了更多的
责任感，“现在，我更多地考虑这部作品究竟能给观众带来什么，
它能不能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向美。”

陆毅：演员要用作品说话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姚晓峰执导，孙红雷、辛芷蕾、曾舜
晞、蒋依依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带着爸爸去留学》，近日曝光“操
心老爸”版预告片及“初来乍到”版角色海报。时隔三年孙红雷
再度出演影视作品，以全新的父亲形象诠释了“爱要放手”的家
庭教育观念。

拥有一位“操心老爸”是什么体验？带着爸爸去留学的黄小
栋（曾舜晞饰）最有发言权。来自父亲黄成栋（孙红雷饰）的寸步
不离、严加看管，不仅让小栋倍感压力，对于父亲黄成栋来说也
是十足的煎熬。接踵而来的摩擦和冲突，终于让这位“操心老
爸”幡然醒悟——“所谓父母子女，就是目送彼此的背影远去”，
自此决定从冲在儿子身前的“保护者”，变为陪在儿子身后的“守
护者”。预告片中，身着嘻哈风格服装的黄成栋让人眼前一亮。

《带着爸爸去留学》从黄成栋、黄小栋父子二人的故事展开，
讲述四组不同类型的家庭漂泊海外留学陪读的故事。除了主演
孙红雷，该剧还集结了辛芷蕾、曾舜晞、蒋依依、刘敏涛、涂松岩、
杨玏、檀健次等中青代实力演员加盟。强大的实力演员阵容，为
剧集提供了有力的品质保障。演员们通过精彩演绎，塑造了众
多个性鲜明、类型各异的形象，展现两代人之间的相处故事，探
讨“两代人如何相处”“何为家庭幸福”“父母和孩子如何共同成
长”等话题，值得人们思考。

该剧是孙红雷与姚晓峰的首次合作，既是孙红雷阔别三年
影视剧后再演的首部作品，也是姚晓峰潜心打磨剧本筹备三年
的全新力作。姚晓峰导演擅长拍摄探讨当代中国家庭关系的都
市题材剧，其代表作有《虎妈猫爸》《恋爱先生》《大丈夫》，此番他
将创作目光再次聚集在家庭关系话题剧上。二人强强联合，加
上实力老戏骨、人气新生代的加盟，提升了观众的期待值。据
悉，该剧将在年内播出。

时隔三年孙红雷又演戏了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通讯
员 姜涛）钧瓷作为中国陶瓷艺
术上的一个重要代表，在世界陶
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古
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
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 5
月 11 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钧 瓷 烧 制 技 艺 优 秀 作 品 展
——第五届全国钧瓷藏家珍品
展在郑开幕。来自全国十余个
省市的收藏家、制作大师带来的
千 余 件 作 品 荟 萃 一 堂 ，琳 琅 满
目、异彩纷呈的钧瓷珍品当天就
吸引了上千观众前来欣赏、品鉴
各年度钧瓷艺术神品。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
古代五大名瓷之一，并以其独特
的釉料及烧成方法产生的窑变神
奇而闻名于世。它独特的窑变艺
术，及其“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
艺术特点广受陶瓷爱好者喜爱。
据介绍，本次展览上全国十余省
份的钧瓷收藏家、制作大师带来
的钧瓷珍品包括宋、金、元时期的
佳作，新中国成立后老厂瓷及当
代钧瓷艺术大师的作品，让观者
大饱眼福。展览截至 5月 26 日，
喜爱钧瓷的读者不妨前往天下收
藏南区一睹中原地区独有的钧瓷
窑变艺术魅力。

在随后召开的首届中国钧瓷
与市场高峰论坛上，与会的行业
领导、金融专家、雕塑家、钧瓷大
师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钧瓷在市
场发展上面临的机遇、问题，以及
今后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
荆 志 忠 认 为 ，全 国 钧 瓷 藏 家 珍
品展在河南省工艺美术事业发
展中起到了良好的引领作用和
推 动 作 用 ，已 成 为 在 中 国 陶 瓷
收 藏 界 打 响 的 文 化 品 牌 ，这 次
大展的举办必将对我国钧瓷的
创 新 创 作、繁 荣 发 展 起 到 深 远
积极的作用。

全国钧瓷藏家珍品展在郑开幕

北京中赫国安队主
教练球员奥古斯托（右）
在比赛中拼抢。当日，
在2019赛季中超联赛
第九轮比赛中，北京中
赫国安队主场3∶0击败
深圳佳兆业队，把自己
创造的中超开局连胜纪
录延续到了第九场。

新华社发

新华社柏林5月11日电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倒数第二
轮 11日进行了 8场比赛，拜仁
慕尼黑客场同莱比锡 0∶0 战
平，多特蒙德主场 3∶2击败杜
塞尔多夫。“领头羊”拜仁的领
先优势减少到 2分，本赛季冠
军悬念将直到最后一轮联赛
才能揭晓。

拜仁和莱比锡开场后立
即展开快速对抗，拜仁略占上
风。第28分钟，莱万多夫斯基
右路突破重围后传中，格纳布
里门前倒地前点射门，被莱比
锡门将古拉西奇挡出。第 39

分钟，格纳布里的凌空射门被
古拉西奇再次化解。

第 50 分钟，格雷茨卡禁
区内迎球凌空怒射破网，但主
裁通过视频助理裁判（VAR）
认定此前莱万越位，该进球无
效。终场前 1分钟，莱万主罚
直接任意球稍稍偏出，双方最
终0∶0握手言和。

多特蒙德坐镇主场迎战
杜塞尔多夫，下赛季转会英超
切尔西的美国球员普利西奇
在第 41 分钟头球破门得分，
为多特力拔头筹。下半场刚
开始 2分钟，多特门将希茨扑

球时出现失误，球从他的两腿
间滚入球门。第53分钟，德莱
尼禁区内左脚劲射得分，多特
再次领先。补时阶段第二分
钟，格策在禁区内突然施射，
将比分扩大为 3∶1，但杜塞尔
多夫在 3分钟后又扳回一球。
多特最终3∶2取胜。

多特以 2 分之差紧追拜
仁，德甲冠军归属的悬念留到
最后一轮。下周，拜仁将在主
场迎战刚刚在欧罗巴联赛半
决赛出局的法兰克福，多特客
场挑战为欧冠资格而全力奋
战的门兴格拉德巴赫。

德甲：争冠悬念依旧

多特蒙德球员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经历了糟糕的联赛开局和一系列的霉运后，王宝山率领的建业队开始“转运”，而且一发
不可收拾。在客场3∶2酣畅战胜华夏幸福，伴随着一波三连胜，建业队的积分达到11分，暂
时摆脱保级泥潭。

取胜之后，建业反超深圳佳兆业升至积分榜第8位，要知道4月20日，也就是21天之
前，河南建业还排在积分榜的垫底位置。缘何从怒其不争的倒霉蛋，迅速转变成豪取三连
胜的不败之师，王宝山用何等“灵丹妙药”让子弟兵发生如此巨大的质变？

奥汉德扎为建业这一波连胜做出
了最大的贡献。图为奥汉德扎在比赛
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