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去年在央视5+频道转播之后，郑州马拉松在传播方面再
迈新台阶：今年的赛事，央视五套将会进行近3个小时的直播，同
时河南卫视、澳门卫视、郑州电视台也将全程直播。人民网、新华
网、今日头条、凤凰网、新浪、搜狐、网易等各大网络新媒体也将用
包括直播在内的各种方式全方位报道。2019郑州国际马拉松必
将成为郑州市扩大影响力、提升美誉度的一次良机。

●10月13日，“郑州银行杯”2019郑州国际马拉松赛将鸣枪开
跑。今年的郑马由中国田径协会、河南省体育局、郑州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郑州市体育局、郑州报业集团承办，郑州郑马体育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全程运营。目前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
行。昨天从组委会传来消息，今年的郑马报名工作将于7月9日上午
10时正式开启，届时广大跑友通过郑马官方网站即可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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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说 仰 韶
向世界传播仰韶

诗意澎湃话彩陶

当嘹亮的豫酒
振兴号角吹响时，
滋润黄河两岸长达
7000 年 的 仰 韶 文
化迎来大时代的新
一缕曙光。

欣 逢 盛 世 ，文
以 纪 志 。《士 说 仰
韶》瞩目于社会贤
达、名流、学者、作
家 、艺 术 家 等 ，以

“说”的方式、以各
自的视角解读仰韶
文化之于时代的伟
大意义。

为中国酒业引
领世界消费而持续
精进，使仰韶文化
成为影响人类的伟
大智慧。

苏湲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考古
学者。

作品有大型考古纪实
报告《中原考古大发现》
（1—4册）、《黄帝时代——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之谜》
和《华夏城邦——追踪夏
商文化探索者的足迹》。
中央电视台三十集大型
纪录片《中原大发现》和
大型纪录片《商之都》（六
集）总撰稿。主编的《苏
金伞诗文集》，获河南省
优秀图书一等奖。2019
年 5 月，作家出版社出版
科幻考古小说《太阳部落
两万年》。

本期嘉宾：
阳壶古道的石头纹路似仰韶彩

陶鱼尾纹，又似远古车辙的印迹，或
者是冷兵器留下的伤痕。你可以放
纵想象力，放纵再放纵，以至于发挥
到极致。

——《重访仰韶有感》
知道苏湲，是在何新年先生写

作《睢县苏金伞故居》一文时。他曾
就文中内容向苏金伞的女公子苏湲
求证，双方对文章的爬梳整理、字句
斟酌，令人心生敬佩。

但是，那时我仅知道苏湲是名
人的后裔。后来偶然机会，听其诗
歌，赏其作品。知道她不仅独立绽
放、术有专攻，而且身份有趣——是
考古学者，又是诗人。

考古的物证缜密和诗情的兴观
群怨，本系殊途。这里却呈现着完
美的结合——在其许多作品中，考
古是诗歌的根脉，诗歌是考古的花
蕾。在笔者有限的认知范围中，前
所未闻。

苏湲做到了！

2001 年夏天，为了撰写《中原
考古大发现》，她怀着解读原始人类
的强烈愿望，来到三门峡渑池仰韶
村探访，走进这座村落，感受到“处
处散发着一种原始的诱惑”。

和任何一位优秀的田野考古学
者一样，她在这里收获了丰富的现
场感。2005 年《中原考古大发现》
出版，其中，《细说远古的奥秘——
仰韶文化的发现与发掘》一文，在详
细叙述了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发掘经
过之余，还细致地记录了这次行程。

苏湲说，仰韶村遗址的发现，使
“中国史前文明第一次以其夺目的
光彩登上了世界舞台。仰韶文化堪
称上下两千年，纵横近万里，其强大
的生命力世界罕见。根据碳 14测
定，仰韶文化早期距今 7000年，晚
期距今5000年。其后，在全国范围
内，仰韶文化源源不断地被发现，并
表现出一种恢宏、炫奇的态势”。

“在仰韶文化遗物中，彩陶最为
丰富，特征也较为显著。仰韶村是

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遗址，
所出土的彩陶彩饰，带着一种古老
而神秘的感觉，使人浮想联翩。”

第一次访问仰韶村的情景和后
来结集而出的学术成果，奠定了她
在行业的地位，她一直期待重访。

这个机会在十七年后来了。
2018年夏秋之交，苏湲受邀参加渑
池阳壶古道考察，借这个机会，她再
次来到了仰韶村。这次到来还有一
重意外之喜：当地有关部门找到了安
特生在仰韶村主持考古发掘时曾经
住过的地方——村民王兆祺的家。

她描述：安特生居住过的院
落，如今还保持着原貌，营造着冷
清和凄凉的氛围。当年安特生每
天带考察队在村子周围勘测、钻
探、发掘，并搜集到一些地面暴露
出来的石器、陶片等遗物。每到晚
上，安特生总要把自带的一架八音
手摇留声机支在门外放“洋戏”，让
全村人都来听，给小小的村庄增添
了无限的欢乐。

在院落留影时，她诗意飞升：仿
佛间，当年安特生骑着一匹瘦马，冒
着纷飞的小雨，踏着泥泞的道路，从
村南的一条古道来到仰韶村，从此
揭开了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的第一
页……

考察阳壶古道时，她捡起一块
被脚步和马蹄磨得圆滑如玉的石
头，仰韶文化的辉煌灿烂在脑海中
重复闪现。人类历史的浩瀚长河
中，也许远古的一块石头、一个漩
涡、一片树叶，即能启封人类文明的
密码，就看我们怎样去领悟它传递
的信息。

二次仰韶行之后，身兼考古学
者与诗人的苏湲写出《彩陶语韵》，
流畅的笔触，让人深深沉醉——

彩陶，是一个古老的传说
彩陶，是一首高妙的乐曲
彩陶，是一本厚重的地书
彩陶，是一部历史舞台剧
彩陶，是一幅立体岩画……

王见宾

热爱跑步的你，请注意：

“郑州银行杯”2019郑州国际马拉松
7月9日开启报名

本报记者 郭韬略 刘超峰 陈凯

本报讯（记者成燕实习生 李鑫）昨日，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了解到，7月5日、6日晚，由国家京剧院带来的《杜鹃山》将
在河南艺术中心演出。《杜鹃山》是今年我市引进文化部“大地情
深”精选剧目演出的首部剧目。

据了解，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进一步丰富市民精神
文化生活，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郑州市今年开展了“引进文
化部大地情深精选剧目和郑州市精品剧目演出季活动”，全部采
取公益性惠民演出，以满足群众对高雅艺术的需求，助力国家中
心城市文化建设。

市政府将以上演出列入2019年郑州市重点民生实事，具体安
排引进文化部“大地情深”精选剧目10台和省外精品剧目(节目)10
台，组织郑州市精品剧目（节目）5台，全部免费为群众演出。

据介绍，国家京剧院是国家艺术院团，首任院长为京剧艺
术大师梅兰芳。自建院以来，该剧院汇集了李少春、袁世海、叶
盛兰等一大批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和剧作家等，是精英荟萃、实力
雄厚的京剧艺术表演团体。《杜鹃山》剧情讲述了 1928年，党从
井冈山派柯湘到湘赣边界的杜鹃山领导一支农民自卫军，她宣
传党的阶级政策，团结群众，不断扩大武装并与地主武装头子斗
智斗勇的故事。剧中主演王润菁、郭凡嘉、顾谦、张兰等均为国
家一级演员，其中王润菁还获得过第二十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继《杜鹃山》演出之后，7月 9日、10日晚，由国家京剧院带
来的《杨门女将》将在郑州艺术宫演出。

国家京剧院《杜鹃山》
周末在郑演出

由孙红雷、辛芷蕾、曾舜晞、蒋依依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带着
爸爸去留学》正在东方卫视热播，该剧立足当下，探讨了诸如代
际沟通、亲子关系、留学生活、原生家庭等时下热门话题，吸引了
众多剧迷的目光，近日，在由东方卫视组织的独家专访中，该剧
编剧刘珂表示：“《带着爸爸去留学》的现实意义在于透过‘留学’
这层外壳，去表现当下的原生家庭对子女成长的影响，以及亲子
关系的塑造。”

《带着爸爸去留学》以四组陪读家庭为例，通过一些强情节
事件的展现，把出国留学可能面临的问题客观呈现出来，引导观
众辩证、理性面对出国留学这件事，而不是盲目追寻“留学热”。
剧中所选择的四组家庭是千万中国家庭的缩影，有着极强的代
表性，在刘珂看来，这部剧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留学生活的
剖析和呈现，更深入地探讨了家庭教育方面的种种问题，“这部
剧主要反映的是原生家庭的教育问题，通过对剧中四组家庭教
育问题的集中展现，让观众看到家庭教育的症结所在，才能更好
地对症下药，引起大家的反思和注意。”

在写这部剧之前，刘珂不仅从一些纪录片中找寻灵感，还多
次实地走访调研，对留学生人群进行采访，收集了很多真实案
例，作为素材使用。“剧中黄小栋因突发意外错失了去理想学校
面试的机会，这部分剧情就是在导演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进行
创作的。”编剧刘珂表示。

在采访中，刘珂还呼吁观众，“希望大家把关注点放在‘带着
爸爸’四个字上，而不单单关注‘留学’，这四个字传递出了一种
不同寻常的原生家庭模式，它提醒我们这部剧所探讨的题材范
围是家庭教育。”在她看来，理想的亲子关系建立在父母双方人
格独立的基础上，“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父母在孩子的身边，以一
个独立人格的形象，这种存在本身对孩子就已经是一个最好的
导向。” 本报记者 杨丽萍

《带着爸爸去留学》：

透过留学探讨家庭教育

熟悉的姿势、熟
悉的表情。昨天，梅
西和他的阿根廷队又
一次以失败者的身份
离开了美洲杯赛场，
与前两届唯一的不同
是，这一次他倒在了
半决赛。北京时间昨
天上午，美洲杯第一
场半决赛举行，东道
主巴西队靠着热苏斯
和菲尔米诺的两粒进
球击败阿根廷队，顺
利挺进决赛。

新华社发

从“大玉米”到新建成的
郑州市奥体中心，今年的郑州马拉
松路线经过更多的郑州地标，沿途
风光更为惊艳，将会给广大跑友带
来不一样的享受。

左图：起点附近的“大玉米”
右图：2018年的郑州马拉松

跑友很欢乐，今年的跑友会更欢乐
右下图：今年郑州马拉松的终

点设在新建成的奥体中心附近

7月9日，请锁定郑马官网

去年的首届郑州国际马拉松是郑州市
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专属的城市马拉松，
比赛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跑友的热烈追
捧，报名热情高涨。去年的首届郑马，全程
和半程马拉松的人数规模设计为各 6000
人，而最终全程马拉松的报名人数超过了
1万人，半马的报名人数超过了 1.2 万人，
中签率分别为59.4%和 49.9%。

据了解，今年的郑马在参赛人数上会
比去年略有增加，而以郑马去年收获的极
佳口碑看，并对比国内其他同类赛事的情
况，预计今年的郑马中签率将会下降，参赛
名额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

想象一下，在一座拥有3600年历史的
城市里，奔跑在穿越古今的赛道上，身边是
一张张写满鼓励的笑脸，耳边响起的是阵
阵加油助威声，在满城的欢呼声中完成42
公里 195米的征程，马拉松不再只是一次
健身磨砺之旅，更是一次快意人生的体验！

当然，要想在众多报名者中幸运中签，
运气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所谓凡事预则
立，成功提交报名信息是中签的前提，所以
组委会特意提醒广大跑友：7月 9日上午
10点，今年郑马的报名通道将正式开启，
跑友可及时登录赛事官方网站 www.
zhenghzou42195.com报名，报名过程中
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事项，确保提交的信
息准确、有效。此外，也可关注郑州国际马
拉松赛微信公众号了解赛事相关信息。

对标“双金”，今年的郑马更
值得期待

虽然相对于国内诸多知名赛事，郑州
国际马拉松的起步较晚，是“最年轻的马拉
松”。但从筹备之初，郑马就明确了以“高
起点、高标准、高品质”为准则，以“大平台、
大视野、大传播”为手段，以“有活力、有文
化、有温度”为方向，努力把赛事打造成与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国际枢纽之城”相匹
配的国际赛事品牌。组委会也定下了3年
打造中国田协金牌赛事，5年打造国际田

联金标赛事的目标。所以在赛事的各个方
面，都严格按照“双金赛事”的标准执行。

去年 11月 3日，首届郑马成功举办，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赛事的精心
组织和贴心服务赢得了广大跑友的交口称
赞，以严苛而闻名的国内权威赛事测评机
构“42旅赛评团”对郑马打出了 2018年国
内赛事评分的最高分 9.8 分，国际评分位
列第二，仅次于巴黎国际马拉松。首届赛
事即得到了媒体和跑友的高度认可，成为
零差评赛事，郑马也被誉为“一出生就风华
正茂”。

在今年的全国马拉松年会上，郑马被
中国田径协会授予“铜牌赛事”称号，这是
首次举办的赛事所能得到的最高评级，同
时郑马还凭借极富诚意的穿城赛道，将“最
美赛道特色赛事”收入囊中。

在去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今年的郑
马将在赛道设计、赛事规模、赛事组织和赛
事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升级，同时结合“新中
国成立 70华诞”这一主题，举行一系列的
配套活动，力争让整个赛事更加丰满，也给
跑友带来更好的参赛体验。

赛道升级，贯穿“CBD”
“CCD”

去年的首届郑马穿城而过的赛道集纳
二七塔、“大玉米”等地标建筑，让跑友们充
分体会到郑州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魅
力，由此赛事还获得了“最美赛道”奖项。

而随着郑马入选“奔跑中国”，并且将
由央视全程直播，对比赛也提出了更高要
求。对于今年的郑马赛道，组委会在去年
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优化。根据计划，今
年全程马拉松比赛的起点将设在郑东新区

“CBD”，全程路线将穿越金水路、建设路、
嵩山路、中原路，最终抵达“CCD”（常西湖
新区的四个中心），贯穿沿途贯穿“大玉
米”、会展中心、紫荆山、文庙、商城遗址、二
七塔、碧沙岗公园、郑州市博物馆、市政府、
裕达国贸、西流湖、四个中心等郑州新老地
标，特别是以奥体中心为代表的四个中心，
这些郑州市新地标的英姿，届时将通过央

视直播画面展现在全球观众面前。而通过
郑马这项赛事，郑州的巨大发展成就都将
得到集中展示。

央视直播，你的风采走进
千家万户

早在6月20日，中国田径协会与中央电
视台体育频道共同官宣了今年“奔跑中国”
系列赛的赛事名单，包括2019郑州国际马
拉松在内的13项赛事入选，央视体育频道
也将对这13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郑州马
拉松继去年在央视5+频道转播之后，在传
播方面再迈新台阶，这也是河南的马拉松赛
事历史上第一次登陆央视体育频道，刚刚进
入“二年级”的郑马，又一次创下了河南马拉
松赛事，乃至河南体育的新的历史。

“奔跑中国”是中国田径协会、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联合打造的一个马拉
松系列赛事品牌。入选“奔跑中国”，需中
国田协、央视体育频道综合赛事影响力、赛
事的水平和质量等多方面因素进行严格审
核通过。将于 10月 13日举行的第二届郑
马，是其中最“年轻”的赛事之一。和郑马
同时入选的还有北京马拉松、广州马拉松
等知名度极高的赛事，能和这些影响力广
泛的“双金赛事”一起“奔跑中国”，充分体
现中国田协、央视体育频道及社会各界，对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及办赛水平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创办第一年即获CCTV5+频道转播、
第二年央视五套直播，这在中国马拉松的
历史上也为数不多。同时，除央视 5套直

播外，今年河南卫视、澳门卫视及人民网、

新华网、今日头条、凤凰网、新浪、搜狐、网

易等各大网络新媒体仍将继续直播。

作为国内最专业、最权威、受众面最广

的体育频道，央视5套对直播比赛有着严苛
的标准，央视5套的直播将是郑马和郑州市
扩大影响力、提升美誉度的一次良机。

而对于无缘赛场的观众，可以通过央视

屏幕一睹郑马盛况，而对于亲身参与的跑友

们，则将在全球观众面前一展自己的风采！
或许你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一次回眸都
会被央视的摄影师敏锐地捕捉到，以“特写”
的方式出现在央视的屏幕上，这可是一次

“能拿来吹一辈子”的独特经历和体验！

在用脚步丈量郑州这座古老而又现代
的城市的同时，还有望成为央视画面中的

“主角”，这对每一个跑者来讲都是一种难
以抗拒的“诱惑”。那么，就从头做起，登录
郑马官网，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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