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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点赞 不折不扣的勤奋学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这些业界大咖，在提到
顾万发时不仅赞赏有加，还不约而同提到“勤奋”
一词，称其为不折不扣的“学者”。

李伯谦评价顾万发“是勤于开拓的学者，对建
立新的考古学分支作了相当有益的探索”。陈星
灿则称他“是勤于学术、勇于探索的学者，结合多
学科进行研究的方法值得学习”。

孙庆伟也称顾万发做研究的热情、勤奋和投
入“令人敬佩”，认为他“作为学术领头人，带领郑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不断发展，推进了郑州市的
考古学研究和壮大”。

顾万发考古学术成果展为期15天，展览会带
你认识一位不一般的“考古学家”。

“另类”考古学家让文物“活起来”
本报记者 左丽慧 黄一斐 文/图

亚冠小组赛昨结束
中超三强携手出线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1日，对
于中国象棋爱好者是一个值得记住
的日子：天伦集团和郑州大学体育
学院正式签约，双方将携手在象棋
文化发源地“鸿沟”建设中国象棋学
院，这不仅是国内第一家，也是世界
上第一家独立的象棋学院。

近年来，天伦集团已经成为象
棋文化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不仅协
助荥阳市人民政府大力打造象棋文
化名片，还成立了楚河汉界象棋文
化推广基金，组建河南楚河汉界天
伦象棋俱乐部征战全国象棋甲级联
赛，支持象棋教育产业，培养了杨圣
煊、徐欣等一大批象棋小明星登上
央视舞台。其协办的两届楚河汉界

世界棋王赛规格之高、定位之高、形
式之新、承载之重、关注之广、奖金
额度之高均属迄今世界范围内象棋
赛事之最。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现在校研究
生、本科生 6400多人，拥有丰富的
高等教育资源，培养了朱婷、宁泽涛
等一大批奥运冠军、世界明星，其社
会体育系开设的象棋必修课程，大
受学生们欢迎，反响热烈，具备了中
国象棋学院项目落地的深厚基础。
中国象棋学院项目与天伦集团一直
以来弘扬传承象棋文化、重视象棋
文化研究、全面推动象棋事业的方
向完全吻合。经过郑州大学体育学
院与天伦集团前期深度调研、探讨，

双方共同树立了打造象棋高等教育
名片的目标。

弘扬传承象棋文化的共同理想
让双方一拍即合，经过前期深度调
研，天伦集团和郑大体院决定联袂
打造象棋高等教育的名片。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中国象棋学院项目将是
全世界第一个独立象棋学院，也是
唯一一个建设在楚河汉界的象棋高
等学府，同时这也将是荥阳市境内
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建成后的中国
象棋学院，未来将成为象棋人才培
养基地、学术研究高地、文化交流中
心，对于象棋文化的推广、象棋人才
的培养、象棋教育的推动都将产生
重要影响。

国内首家象棋学院落户“鸿沟”

（上接一版）每天登录、转发或者微信运动步数都能换取积分。
联动微信行走步数累计积分，行走 1000步可获 10积分，行走
5000步可获20积分，行走1万步可获50积分，每日最多可兑换
1万步。如果你是每天万步的“步数达人”，两天就能攒够 100
积分参与话费抽奖。

另外，执委会对参与者即时颁发“互联网传递火炬手”电子
版荣誉证书，在传递活动结束后，还将对排名靠前的 20 个省
（市、自治区）颁发优秀组织证书，并对积分排在前 1000名的个
人颁发优秀（互联网）火炬手证书。

虚拟火炬经过河南、陕西、宁夏后，目前正在甘肃省进行传
递。全国热度排行前三名的省（市、自治区）分别是河南、江西和
广东，其中河南总火炬手为6万人。

“民族的大团结，你我的运动会”，让我们一起为第十一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加油吧！

参加网络火炬传递
人数已突破 10 万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
获悉，在日前于北京结束的2018~2019中国三人篮球擂台赛暨

“我要上奥运”第一阶段决赛中，河南省实验中学女篮 1队表现
极其出色，在女子青年组决赛中以 18∶14逆转战胜鄂尔多斯市
一中队，勇夺冠军！

比赛分为省级赛、分区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设有男、女公
开组，男、女青年组和男、女U18组六个组别。河南省实验中学
女篮 1队在本赛季的比赛中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分别斩获省
级赛和华中区分区赛女子青年组的头名，晋级本次擂台赛第一
阶段决赛。

中国三人篮球擂台赛第一阶段决赛女子青年组共有从6个
分赛区中杀出的12支队伍，河南省实验中学女篮1队在比赛中
顽强拼搏，克服分组落位不利的局面，最终杀入决赛。面对实力
强劲的鄂尔多斯市一中女篮这个决赛对手，河南省实验中学女
篮 1队从比赛一开始便与对方展开激战，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最后时刻发起反击，最终以 4 分的优势逆转战胜对手，勇夺
2018~2019赛季中国三人篮球擂台赛第一阶段决赛女子青年
组冠军。

省实验中学女篮
“我要上奥运”夺冠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日前，在刚刚结束的 2019“多利隆”
萌星杯幼儿五人制足球赛中，郑州市金水区第一幼儿园·萌宝足
球队在园长刘霞的带领下奔赴西安参加，在两天5场比赛里，金
水一幼萌宝足球队以仅失一球的优异成绩勇夺冠军。

本次活动共有来自河南、陕西的16支代表队参加比赛。比
赛现场，萌宝足球队通过一次次进球展示出的团结、拼搏的精
神，金水一幼萌宝足球队员们从小组赛三场全胜，以小组第一名
成绩出线。再到半决赛、决赛金水一幼的萌宝们均大比分战胜
对手，最终夺冠！5场比赛仅丢失1球。足球萌宝们不仅享受着
他们的“热爱”，也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周末。

金水一幼喜摘全国冠军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作为一项集运动、休闲、娱乐为一体
的群众性体育项目，气排球如今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健身爱好
者的喜欢。昨天，记者从2019年河南省气排球联赛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本次比赛将于 2019年 6月 7日开始分别在登封和开封
拉开战幕，10月 1日至4日在郑州举行第三阶段总决赛。

2019年河南省气排球联赛赛事竞赛规程在赛前一个月通
过网络发布，本次比赛不收取报名费。比赛设男子组和女子组，
年龄设置为男子、女子组35～65岁段和35～45岁段。

联赛分为三个阶段，拟于6月 7日至 9日在登封举行第一阶
段预选赛，第一阶段比赛男、女队分别取前六名，参加在郑州的
总决赛。拟于 9月 6日至 8日在开封体育馆举行第二阶段预选
赛，第一阶段没有出线的队伍以及新报名的队伍均可参加本站
比赛，第二站取男、女队前六名参加第三站在郑州的总决赛。

10 月 1 日至 4 日在郑州举行第三阶段总决赛，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的男、女前六名共 24 支队伍将为最后的荣誉发
起冲击。

本次赛事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球类中心承办，世航
体育文化公司协办。

省气排球联赛下月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上午，第二十四届全国中小学生
绘画书法作品比赛暨河南省第一届中小学生书画大赛启动仪式
在郑州举行。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绘画能够在青少年的心灵中
植入真善美的精神基因。本届比赛的主题是“美好家园”，引导
中小学生向新中国七十岁生日献礼，感悟建设“美好生活”伟大
目标下取得的成就。激发青少年的爱国、强国、报国之心，促进
中小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此次比赛以绘画和书法比赛为主赛，以工艺设计作品（包括
民间美术、电脑美术、陶艺制作等）和摄影作品比赛为附赛。分
设一、二、三等奖，向获奖作者颁发证书。设指导教师一、二等
奖。对优秀组织单位颁发先进集体奖。据了解，所有书画类一
等奖获得者将在颁奖当天现场再创作，并现场评出金、银、铜
奖。金奖书法、绘画各一名，奖金每名1万元；银奖设书法、绘画
各两名，奖金每名 5000元；铜奖设书法、绘画各三名，奖金每名
2000元。

省中小学生书画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5月 23日是第 6个中国文艺志愿者
服务日，为了更加深入地开展文化扶贫，支持精准扶贫，21日
晚，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商丘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电影电
视家协会联合主办了“到人民中去”走进商丘宁陵电影公益放映
活动，把精品影片奉献给父老乡亲。

据了解，此次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将在孙迁村连续放映两天，
电影《李学生》《农家妹子》等一批优秀影片将陆续与村民见面。
其中影片《李学生》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河南，主人公李学生就是
商丘本地人。他们是平凡人，却作出了不平凡的壮举，这与我们
正在经历、正在从事的脱贫攻坚何其相似。可以说是对我们这
个时代的生动写照，是对人民生活的真情描绘。影片故事引发
了广大父老乡亲的情感共鸣，不少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志愿者送电影进乡村

本报讯（记者 秦华）5 月 21 日上午，“郑州大学美术学院
2019届硕士研究生、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在郑州美术馆开幕。

毕业作品展是郑州大学美术学院一年一度的盛事，也是向
社会各界展示教学成果的窗口。本次展览是由郑州大学美术学
院 2019届共 167名毕业生的作品集合而成，共计约 300件(组)
作品，涉及该院现有的油画、水彩画、雕塑等各个专业。展览吸
引了省内外高等教育界及美术界的目光和关注。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 29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郑大美院毕业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下午，电影《最好的我们》导演章
迪沙，主演陈飞宇、何蓝逗、汪苏泷、王初伊来到郑州，与郑州工
商学院的学生们分享了电影台前幕后的众多趣事。

走心诠释青春故事电影《最好的我们》改编自八月长安同名
热门青春小说，讲述了耿耿和余淮这两个因名字而结缘的高中
生，在高中三年期间共同成长，经历分别又重逢的故事。前有剧
版珠玉在前，电影《最好的我们》难免被拿来比较。导演章迪沙
透露，拍摄电影之前他专门看过剧版，并夸赞剧版拍得很好，演
员也非常出彩。“我们在拍电影之前也很认真地看了原著，我觉
得无论是电影还是网络剧，里面动人的东西都是从始至终的，电
影和网剧有不同的特质，给到观众的体验也没有可比性，电影能
让观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拥有很极致的体验。”

电影《最好的我们》将于6月 6日上映。

电影版《最好的我们》
主创团队到郑交流

随着昨天晚上广州恒大主场
1∶0击败韩国大邱FC，2019年亚
冠联赛结束了小组赛阶段的所有比
赛。恒大凭借本场胜利反超大邱
FC获得F组第二，进军淘汰赛。

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
山东鲁能客场告负，不过鲁能已经
在之前的比赛中提前锁定了小组第
一的位置，这场失利无关大局。

前一天进行的比赛中，主场作
战的上海上港5∶0击败韩国蔚山现
代队，同样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
线。而北京国安队则在客场惨败，
成为中超四强中唯一未能出线的球
队。

图为恒大队保利尼奥在比赛
中，正是他的进球帮助恒大全取三
分。 新华社发

昨日上午，作为2018年郑州市文
艺人才宣传推介工程重要组成部分，
由郑州市委宣传部主办，郑州市文物
局等承办的“顾万发考古学术成果展”
在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开幕。

展览以图片、文字、视频和实物
等多种表现方式，系统展现顾万发在
考古学术研究、项目发掘、公众考古
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还“还原”了
顾万发的其他技能——画漫画、搞发
明，策划组织拍摄中国首部考古网络
大电影、考古公益短片。剪纸、陶瓷、
动漫也都被他运用到了“让文物活起
来”的追求中。

成果累累专业奖项尽收囊中

顾万发 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现任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党支部书记、院长。主要
从事史前、夏商考古及中国早期艺术史
的研究，在仰韶文化聚落考古研究、新
砦期与早期夏史研究、中国古代鸮文化
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研究、彩陶文化研
究、绿松石铜牌饰宗教内涵研究等方面
成果不菲。

在古代天文学研究方面，他创新学
术方法论，为开创大气光象考古学分支
学科做了一系列基础研究。先后参与
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一带一路”丝绸起源研究等重大课
题的学术研究。同时，作为考古领队，
顾万发长期在田野考古一线工作，主持
了花地嘴、望京楼、东赵、青台、汪沟、双
槐树等诸多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多次
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国家田野
考古奖”等荣誉。

会画漫画让考古更好看

顾万发博学多才，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还会抽时间创作漫画，在国际著
名漫画网和国内新闻漫画网发表学术
评论，在国际漫画比赛中也均有斩获。

原来，顾万发大学时代师从马鸿藻
先生从事考古学绘图，较为系统地学习
了美术基础知识；学生时代开始在《人
民日报》之《讽刺与幽默》专刊、《北京青
年报》之《卡通阵线》发表漫画。曾获
2009年第6届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酒

与民族”为主题的国际漫赛双年展荣誉
奖，两度入选巴西漫画官网“BEST
DAY’S HUMOUR”，在 德 国“DON
QUICHOTTE”国际漫画网站和中国
新闻漫画网发表过系列评论。自2001
年以来，在多个国际漫赛和国际漫画网
站上，入选展览、入载画册、入围决赛及
获奖的漫画作品100余幅。2017年，顾
万发出版了《一画一世界——1998～
2008年国际漫赛作品集》。

动漫剪纸让文物“活起来”

近年来顾万发带领郑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组织了一系列文化艺术活
动，探索和运用各种艺术形式传播考
古学知识和考古研究成果。

其中，“全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
优秀漫画作品展”通过连续几年的举
办，已成为考古领域一枝独秀的品牌；
聘请工艺美术大师创作“剪纸上的郑
州”展示郑州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成
果，考古动漫绘本《九鼎传奇》、首部考

古网络大电影《殷商传奇之再生缘》、国
内首部考古公益广告片《考古》、考古纪
录片……都是顾万发的创意之作。

此外，研究院还开展了系列“公众
亲密接触考古发掘现场”活动，将以往

“闲人免进”的考古工地变为“预约参
观”；积极服务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
考古体验夏令营”等活动，让“高大上”
的历史文物活跃于各种易于、乐于被
人们接受的文艺载体中。

擅长发明用科技助力考古

科学技术是考古的重要基础。顾万发结合地
方考古工作实际，与某企业联合研发了“野外智能
考古集成平台”，极大地满足野外考古的生活条
件、工作条件、科研条件，以及信息传输、远程协作
等方面的需要，特别是考古发掘现场配备低氧工
作舱、充氮文物保护箱等，满足了科技考古的高标
准要求。2017年 2月，“野外智能考古集成平台”
获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专业应急考古移动实验室”则将传统的实验
室前置，第一时间对脆弱、易损文物实施急救，为
发掘第一时间分析检测数据提供保障。2016年 5
月，“移动实验室”于首届考古学大会期间在东赵
遗址现场向与会代表进行演示，得到业界好评。

在“考古遗迹遗物高清图像传播”领域，研究
院对考古遗迹遗物进行全方位的信息采集，并结
合二维码技术对重要遗址出土遗物、院藏珍品进
行拍摄出版，为学者研究和公众观摩提供更为全
面和翔实的信息……

本报讯（记者 陈凯）凭借大外援哈里斯在加时赛最后时刻
的两记三分命中和一次抢断，河南赊店老酒男篮在昨晚进行本
赛季全国男子篮球联赛（NBL）常规赛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通
过加时在主场南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以 118∶111战胜卫冕总
冠军陕西信达男篮，豪取两连胜！

面对实力强劲的卫冕总冠军，河南男篮的小伙子们从比赛
一开场便与对手展开激战，众志成城的球队在前三节结束时，仅
以86∶87落后。关键的第四节，河南男篮发动反击，最后阶段队
中主力得分手小外援约什因伤离场，为球队争胜蒙上了一层阴
影，不过河南男篮的小将们顶住压力，凭借出色的防守，将比分
定格在101平，把比赛拖入加时。

加时赛，陕西男篮内线外援特洛伊率先“开张”尽显核心价
值，是役，他一人轰下全场最高的50分外加 18个篮板。河南男
篮的小将们在加时赛延续了第四节的良好手感，崔晓龙、王龙飞
接连得分，帮助球队领先比分。加时赛最后关头，大外援哈里斯
挺身而出展现出了帮助四川男篮拿下CBA总冠军的实力，他连
续命中两记三分帮助河南男篮稳住领先优势，特别是在加时赛
即将结束时，他成功抢断陕西男篮内线外援特洛伊的运球，彻底
浇灭了对手翻盘的希望。本场比赛他砍下了26分外加 23个篮
板的超大号两双，为球队取胜立下汗马功劳！最终，河南男篮以
7分的优势战胜卫冕总冠军陕西男篮，迎来本赛季的两连胜！

除了哈里斯外，河南男篮还有3人得分上双，小外援约什砍
下全队最高的35分，崔晓龙和贾昊分别贡献20分和19分。

河南男篮挑落卫冕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