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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佳作带你“豫见河南”

剪纸在河南有广泛分布，其中列入省级
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有13
项。为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不同
地区、不同风格剪纸艺术的魅力，培养和发掘
剪纸新人，省文化和旅游厅于 4月份启动“不
忘初心·我们都是追梦人——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主题剪纸大赛”。

大赛得到了省内外剪纸艺人和爱好者的
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共收到 266 人参赛作
品 466幅，参赛者既有国家级、省级剪纸代表
性传承人，也有高校的美术专业师生以及民
间剪纸爱好者。参赛作品内容丰富，技法多
样，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乡风
文明等方面反映了中原风土人情，多角度展
现了出彩河南。目前，此次大赛已完成专家
评审工作，共有 73幅作品获奖，部分获奖作
品将亮相 6月 1日开幕的“豫见河南 出彩中
原——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多个非遗项目亮相河南博物院

6 月 1 日至 9 日，“豫见河南 出彩中原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将
在河南博物院举行。本次展览由动态展示和

静态展览两部分组成，重点展示我省传统美
术项目、传统技艺中反映时代主题、与当代生
活密切结合的作品。

动态展示将于6月1日在省博物院院内广
场举行，当日恰逢六一儿童节，本次动态展示选
择了适合孩子理解、适合互动体验的赵庄魔术、
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宋室风筝、孟津剪纸、牡
丹画、竹编、绞胎瓷、香包、泥塑、烙画、方城石
猴、面塑、浚县泥咕咕、淮阳泥泥狗、麦秆剪贴、
糖画、吹糖人、花生糕等项目，让孩子们获得快
乐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传统工艺的魅力。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多次参加央视文艺节目、被称为
中国民间的"大卫·科波菲尔"、赵庄魔术传承人
丁德龙也将受邀参演，郑州观众可以近距离欣
赏名家演出，感受河南魔术的国际范儿。

静态展览将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二楼展
厅举行，时间为 6 月 1 日至 9 日，主要分“追
梦”“耕耘”“收获”三个主题板块。主要展示

“不忘初心·我们都是追梦人——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主题剪纸大赛”部分获奖作品，舞
阳、汝南两地农民画作品及钧瓷、汝瓷、登封窑
瓷、绞胎瓷等项目的茶器、花器、香器等。此
外，展览还用金瓜香包、汴绣牡丹图等非遗产
品组合成“福运绵长”“走过春夏秋冬”“张灯结
彩”等几处场景装饰，一定会吸引大家的目光。

微视频展播非遗保护成果

近年来，我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
影像记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大
批成果。5月 29日至 6月 12日，豫见河南 出
彩中原——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
果网上影像展将通过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众号、“河南非遗”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对 30
个影像记录成果进行线上播放，主要形式为
微视频展播，展播内容包括河南省传统美术
抢救保护工程、河南省传统技艺抢救保护工
程、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河
南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的部分成
果，展示我省保护工作成就，吸引广大民众
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认识、热爱非物质文
化遗产。

在遗产日期间，除了郑州主会场活动，
我省各地也将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
动，包括非遗项目展示，法规宣传，知识讲
座，进校园，进社区，进公园，表彰等活动。
如郑州市将组织非遗项目的展示展演、传统
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义诊等活动，焦作市
将举办非遗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使社会
公众进一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思
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将近
多项展示活动等你参与

本报记者 秦 华

经过4天激烈角逐，2019年全国女子武术
散打锦标赛暨第十五届世界武术锦标赛选拔
赛，24日晚在洛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
经过紧张比拼，河南散打女将勇夺4个级别的金
牌。

来自塔沟武校的队员分别代表河南省队和
郑大体院队出战，最终，代表河南省队的关啊

翠、朱梦佳和贺晓朵分别获得48公斤级、65公
斤级和70公斤级的金牌，代表郑大体院队的李
玥瑶则在52公斤级中夺冠。此外，我省的两支
队伍还获得了3枚银牌和3枚铜牌，河南省队还
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图为河南队选手关啊翠（红）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陈凯 通讯员 雷乃益 摄影报道

女子散打全锦赛女子散打全锦赛
河南女将夺河南女将夺44金金

上周日，随着上港击败赛季开局十连胜
的北京国安，中超争冠形势发生巨变，国安
的领先优势瞬间被缩小至只有 2分。考虑
到赛季的漫长，不仅仅目前排名第二的上港
大有机会完成逆袭，广州恒大和山东鲁能也
都渐入佳境，追赶的脚步全面迫近，争冠梯
队开始复刻上赛季的紧张气氛。与此同时，
在积分榜后半段，武汉卓尔、大连一方、北京
人和、华夏幸福都拿到久违的胜利，让保级
形势进一步混乱。

国安刚刚在亚冠赛场遭遇重创，止步
小组赛，五天后，“御林军”又在上港身上吃
到了联赛首场败绩，连胜纪录就此终止。

这场榜首对决，国安其实有机会从客场带
回分数，无奈伤停补时阶段，于大宝禁区内
推射中柱，没能上演“绝平”。此役过后，国
安依旧排名联赛榜首，只是领先优势缩小
至 2分。

本轮联赛，广州恒大主场迎战深圳佳
兆业，全场比赛，恒大占据绝对优势，控球
率高达 60%，17 脚射门比对手高出 4 次，
最终凭借韦世豪的进球收获小胜，继续着
争冠的步伐。

足球场上，流行一种说法叫作“相生相
克”。一物降一物，成为一种逃不开躲不掉
的“宿命”。比如所谓的鲁能克富力，过往交

手鲁能确实胜多负少，屡次让对手欲哭无
泪。本轮凭借费莱尼和吉尔的进球，以及佩
莱助攻蒿俊闵，鲁能再次 3∶1轻取富力，不
出意外地又赢了，似乎更加印证了“克星”的
说法。

大连一方凭借哈姆西克在下半场的头
球破门，主场 1∶0战胜上海申花，终于尝到
了联赛中主场赢球的喜悦。由于身后的球
队本轮纷纷获胜，所以从申花身上拿到的这
3分，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不过，本场
比赛中，此前身背3张黄牌的卡拉斯科因为
延误比赛时间，被主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
下一轮联赛主场对阵上海上港队的比赛，一

方队内的头号射手将因为4黄停赛。
河北华夏幸福与江苏苏宁相遇，两支球

队带给球迷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客场作战
的江苏苏宁开场 15分钟就取得了 2∶0领先
优势，然而两粒进球打醒了沉睡的华夏幸
福，在上半场只用了20分钟，主场作战的华
夏幸福不仅扳平比分，甚至还将比分反超。
最终全队上下一心将苦苦期盼的胜利拿到
手中，终结球队八轮不胜的尴尬，而在本场
取胜之后，也暂时脱离了降级区。

客场作战的天津泰达 1∶2不敌北京人
和，而对施蒂利克来说更加雪上加霜的还有
刘洋和买提江两名绝对主力的染红，在下轮
同北京中赫国安的京津德比战中，天津泰达
将不得不面临阵容重组。

此外，同样客场作战的天津天海1∶2不
敌武汉卓尔，连败的同时，更成为中超副班
长。比积分更令球队苦恼的是，连续的运气
不佳和气势上的低迷，让保级之路越来越
难。 本报记者 刘超峰

争冠悬念起 保级有点乱
——中超联赛第11轮综述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好莱坞科幻灾难动作巨制《哥斯拉2：
怪兽之王》即将于5月 31日登陆全国影院，近日，影片在郑州举
行超前看片会，活动现场座无虚席，从各处赶来的影迷共同围观
这场怪兽界“四大天王”的史诗级大战。全程高燃的视听盛宴让
全场观众深度入戏，惊呼赞叹声不时响起。

《哥斯拉 2：怪兽之王》是“怪兽宇宙”电影系列的第三部力
作，此前的《哥斯拉》和《金刚：骷髅岛》都曾火爆全球，超高观赏
性备受认可。《哥斯拉2：怪兽之王》在前作基础上“唤醒”更多魅
力非凡、威力巨大的史前巨兽，上演席卷全球的王者争霸，人类
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影片将怪兽、战争、悬疑、动作等热
门元素融于一体，耗费巨资打造比前作更加极致的特效动作场
面和悬念迭起的历险故事，既嗨燃过瘾又引人入胜，是不容错过
的年度娱乐大餐。

观影现场，观众如同亲临巨兽争霸的海陆空现场，躲在哥斯
拉的脚边感受百米巨兽震天撼地的狂暴厮杀，在哥斯拉“原子吐
息”和基多拉“引力光束”的大招对轰中体验爽到尖叫的炫酷刺
激，获得酣畅淋漓的享受。

观影结束后，现场观众以热烈掌声为哥斯拉们的精彩“表
演”点赞：“哥斯拉像移动的小山，三头基多拉像神话里的生物，
还有蝴蝶一样的魔斯拉，每只巨兽都美到惊心动魄，十分壮观震
撼！”爆燃的特效动作场面令观众赞不绝口：“超嗨超震撼！巨兽
对决惊天动地，整个影院的观众都嗨起来了！”

《哥斯拉2》郑州看片会

四大怪兽嗨翻全场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1960年 5月 25日，中国登山队成功
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时隔 59年，由徐克监制、李仁港执导、阿来编剧，吴京、章子怡、
张译、井柏然、胡歌等主演的电影《攀登者》于近日发布一组致敬
版海报，致敬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59周年。

电影《攀登者》根据真实历史改编，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在
1960年与 1975年两次向珠峰发起冲刺，完成了世界首次北坡
登顶这一不可能的任务，并首次完成了珠峰海拔高程的精确测
量。电影《攀登者》剧组为了真实还原这段历史故事，影片的主
创团队在前期筹备阶段做了大量的史料收集工作，无论是影片
中富有历史年代感的场景搭建，还是1960年、1975年中国登山
队员所使用的冰镐、冰爪、氧气瓶以及登山服等装备与服装道
具，都遵循史料记载，做到真实还原。

近日发布的致敬版海报首度曝光了主演吴京、章子怡、张
译、井柏然、胡歌五位身穿中国登山队队服的造型，而极具年代
感的登山包、氧气瓶、登山绳等装备，则真实还原了历史。吴京
饰演的方五洲作为登山队队长两次率队向珠峰发起冲击，章子
怡饰演的徐缨作为气象组中的一员，负责为登山队及时提供准
确的气象信息，张译饰演的曲松林也在两次登峰任务中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井柏然饰演的李国梁与胡歌饰演的杨光，则
作为登山队的新生力量一起参加了第二次攀登珠峰的行动。

为了让演员表演更加真实，剧组的每一位主演都要背着重
达 17公斤的登山装备进行训练和拍摄。为体验高海拔和极寒
环境下的真实感受，主演吴京还在去年年底最冷的时节到海拔
5200多米的青海岗什卡雪峰，足足体验了半个月的攀登生活。

《攀登者》致敬登山英雄

本报讯（记者 陈凯）今天，2019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澳门
站将揭开战幕，中国女排将派出征战去年女排世锦赛的原班人
马参赛。中国女排队长、河南姑娘朱婷也将出战本站比赛，迎来
她今年在国家队的“首秀”。

本次澳门站的比赛为期 3天，中国女排的三个对手分别是
泰国、比利时和韩国。由于泰国队和韩国队各自的精神领袖维
拉万和金软景尚未回归，比利时队实力有限，因此中国女排在澳
门站遇到的三个对手整体实力并不算强。总教练郎平派出中国
女排征战去年世锦赛的 14名队员参加澳门站的角逐令人稍感
意外。除李盈莹、胡铭媛、杨涵玉、曾春蕾和林莉5人外，包括朱
婷、袁心玥、张常宁在内的9名主力队员都将在澳门站上演今年
国家队的“首秀”。

今年瑞士女排精英赛仅获得第六名，世界女排联赛巴西站
比赛仅仅取得一场胜利，中国女排二队在执行教练安家杰的带
领下交出的“成绩单”并不令人满意，队伍考察首批集训队员的
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本次澳门站的比赛，将是中国女排在
2019年第一次派出全主力参赛，考察主力队员的集训效果、逐
步调整队员状态以及加强整体配合，将是中国女排本站演练的
重点。

世界女排联赛澳门站

朱婷将归队“首秀”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河南徽商女足俱乐部获
悉，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日前从北京启程踏上了世界杯征程，并
顺利抵达巴黎，随后直接前往欧塞尔。河南徽商俱乐部球员娄
佳惠也在28岁生日前夕随中国女足出征法国，这应该也是她生
日前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从2007年开始，完成国家队“三级跳”的娄佳惠便成为中国
女足国家队的常客，在这 12年中，她跟随中国女足出战加拿大
女足世界杯、里约奥运会、亚洲杯、东亚杯等多项国际赛事。而
她在场上的位置也从前锋、边前卫打到了后卫，位置的变化没有
让她失去球场灵性，而她用不知疲倦的奔跑，每球必争的态度去
完成每一场比赛。

多年来，娄佳惠已经从国家队的“小不点儿”变成了成熟的老
队员，成了年轻球员的榜样。本届世界杯是娄佳惠的第二次世界
杯之旅，出征前她表示：“这次世界杯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了，全力
以赴，不留遗憾就好！更想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拿个奖牌。”

本报讯（记者 陈凯）目 前 全 省 有
3000多家跆拳道馆，而加入河南省跆拳
道协会的只占了 1/15，约 200 家。很多
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人员为了盈利随
便招收学员，严重阻碍了我省跆拳道行
业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这一鱼龙混
杂的局面，昨日，2019 年河南省跆拳道
运动协会注册教练员考核暨河南省首
届大众跆拳道培训讲师选拔活动，在河
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启动。来自
全省各地的 270名跆拳道教练员汇聚上
街，“比武”定级。

本次选拔考核活动，由河南省重竞
技中心指导，河南省跆拳道运动协会主
办，参与选拔考核的 270 名跆拳道教练
员来自我省 18个地市 157个县、区。他

们需完成为期 3 天的“理论、实操、技
能”的培训和考核，以及竞技专项、品势
专项技术及体能的考核，最终得到由来
自湖南、山东、湖北、河北、重庆全国五
个省、市跆拳道协会的 7 名资深跆拳道
教练员考官认准合格后，方能领取教练
员结业证书。

据了解，参加本次选拔考核的跆拳
道教练员，均来自河南省跆拳道协会的
团体会员单位，只有这样的教练员才能
进行正规的考级和段位授予，以后加入
河南省跆拳道协会首先必须通过教练员
考核才有资格。通过这次活动，省跆协
要对教练员的水平进行定级，协会将认
证教练和跆拳道馆的星级水平，对获得
本次选拔考核活动中竞技、品势两个单

项前 30 名的教练员授予培训师资格。
他们将在以后培训我省更多优秀的教
练。可以说被选拔出的优秀培训讲师的
水平决定了未来河南省广大跆拳道教练
员的水平，因此本次选拔考核活动可谓
责任重大、意义深刻。

另据了解，本次选拔考核活动将进
一步推动跆拳道运动在我省的普及，让
我省跆拳道行业更加正规化，提高我省
大众跆拳道教练员的业务能力及技术水
平，让接触跆拳道的孩子们能够接受更
专业、正规的训练。同时，促进我省大众
跆拳道行业的健康发展，呼吁广大教练
员重视自身修养，锤炼技术，提升岗位业
务能力，共同肩负起河南跆拳道事业发
展的重担。

我省跆拳道教练员“比武”定级

5月26日，国际米兰队球员庆祝比赛胜利。当日，在2018~
2019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8轮比赛中，国际米兰队主
场2∶1战胜恩波利队。凭借这场胜利，国际米兰队最终挤掉同
城死敌AC米兰队，以意甲第四名的身份获得下赛季欧冠联赛
的参赛资格。 新华社发

中国女足出征世界杯
河南“独苗”娄佳惠随队前往

6月8日是我国“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记者从昨日下午举
行的河南省2019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新闻
通气会上获悉，省文化和旅游
厅及全省各地市文旅部门将在
遗产日前后集中开展丰富多彩
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活动主
会场设在省会郑州。

此次遗产日活动是省文化
和旅游厅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由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河南博物院、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省
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活动主
题为“非遗保护 中国实践”，重
点关注非遗相关法律法规和保
护知识的普及，近年来非遗保
护的重要成果，非遗领域在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方
面优秀实践案例的推介等内
容。围绕上述内容，全省各地
将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宣传展示活动405项，其中重
点活动90项。

通气会上，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遗产日活动主要包括
不忘初心·我们都是追梦人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主题剪纸大赛、豫见河南 出彩
中原——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成果展、豫见河南 出彩
中原——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成果网上影像展等三个
活动。

5月 26日，中国
选手徐灿与日本选
手久保隼（右）在比
赛中。当日，中国羽
量级世界拳王徐灿
在第六回合以技术
性击倒（TKO）的方
式战胜日本前超雏
量级世界拳王、挑战
者久保隼，首次卫冕
拳王金腰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