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8 2019年8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 潘松 校对 刘明辉 电话 56568225 E-mail:zzrbty@163.com文体新闻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450046 电话：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56568227 编辑中心56568179 广告部67655632 发行部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市监广发登字﹝2019﹞01-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

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

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

习近平：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民族的大团结 你我的运动会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99月月88日—日—1616日日
在郑州举行在郑州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文捷 成燕 文 白韬 图）
昨日上午，“中国剧协第二届民间职业剧团优
秀剧目展演”媒体见面会在河南省儿童剧院
举行。9月在郑州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
观众将可以欣赏到全国 10家民营剧团带来
的精彩戏剧演出。

为推动民间职业剧团戏剧创作，努力提
高戏剧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
值，为其搭建起更高更广的交流展示平台，广
泛宣传基层剧团戏剧创作成果，扩大其社会
影响力，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中
国剧协第二届民间职业剧团优秀剧目展演将
于 9月 7日～11日在郑州举行。届时，将有
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宁夏、山
西、甘肃和河南等地的十家民营剧团在郑州
演出京剧、话剧、沪剧、越剧、黄梅戏、眉户剧、
北路梆子、秦腔、豫剧等精彩剧目。

媒体见面会上，来自民营剧团的代表分
别表演了经典的戏曲选段，演绎了戏曲艺术
的独特魅力。河南仙草少儿艺术中心的孩子
们为大家表演了戏曲联唱《花木兰》《李天保

娶亲》《小姑贤》，展示了中原戏曲蓬勃发展的
后继力量。

本次展演活动由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南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
主办，河南省戏剧家协会、河南豫剧院、河南
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承办。9月 7日～11日
分别在河南儿童剧院和郑州艺术宫各进行 5
场展演。

去年11月～12月，中国剧协本着推动和
引导民间职业剧团戏剧创作，追求讲述“中国
故事”，展现“中华审美”，关注时代主题，反映
现代生活，彰显“中国精神”的初心和前提，从
全国各地推荐的 20余部民间职业剧团优秀
剧目中，遴选出 6部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剧协
第一届民间职业剧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国戏
剧家协会充分考虑到河南作为戏曲大省、戏
曲强省的地位，特别是郑州市深厚的戏曲观
众基础和良好的发展氛围，将第二届展演活
动放在郑州市举办。

根据中国剧协民间职业剧团服务管理工
作规划，将民间职业剧团优秀剧目展演活动
纳入长效工作机制，并逐步打造成为一项品

牌活动。中国剧协本
着优中选优的原则，在
全国范围内选取了 10
家民营剧团的 10台剧
目参加本次展演。

展演活动不仅是
中国剧协开展民间职
业剧团工作的一次探
索和创新，还将提升了
民间职业剧团的行业
存在感和社会影响力，
进一步激发体制外戏
剧从业者的职业自豪
感和传承发展我国传
统艺术的使命感与责
任感。

据了解，展演期间
还将召开各种形式的
座谈交流会和研讨会。

伴随着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最后冲刺的脚步越来越近，近日，
记者来到塔沟五环万人训练场，在这个熟
悉的地方，塔沟小子曾创造过无数辉煌，尤
其是今年春节晚会气势如虹的万人武术表
演《武林魂》，让全国数亿观众记住了这个
训练基地。 如今，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将在郑州举行，这也是全国民
族运动会第一次在中部地区举办。塔沟武
校 4000余名学员将承担该运动会开、闭幕
式的部分节目演出，在炎热酷暑中，塔沟小
子正全力以赴积极备战，用最饱满的激情
和热情，准备向全国民族运动会献上一份

“厚礼”。
众所周知，塔沟武校的万人少林拳是

少林武术的一张靓丽名片，因此在本届盛
会上展现少林武术的重担理所当然地落

在了塔沟武校的双肩上。
从 7月中旬开始，塔沟武
校在接到演出任务后，

迅 速 成 立 筹 备
委员会，

按时间节点推进工作进度。为了保证各节
目齐头并进，并让参演的学生尽快进入状
态，塔沟武校分四个排练场地全方位展开
排练工作。

鉴于此次运动会的重要性，塔沟武校的
学员们不怕流汗，每天坚持训练十几个小
时，即使在不断更换节目样式、变换队形的
前提下，学员们也不叫苦不叫累，严格执行
导演组和教练员们的命令，逐点变换站位逐
步练习队形。在此期间，不断有学员在训练
中受伤，但他们简单包扎一下就继续投入训
练，没有因为天气或者自身的原因而耽误训
练的正常进行，展现出了塔沟“铁军”精神和
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

学员们每天早上 6点起床吃饭，7点半
集合排练到 10点半，下午 4点到 7点，晚上
8 点到 11 点半，天气炎热，地表温度达到
40℃以上，有的学生胳膊、脖子脱皮，却还
在坚持训练，他们所付出的汗水和劳累可
想而知。

学生于水介绍，表演中每换一个图案中
间只有几秒时间，要求快速到位，有时在训
练中感到头晕目眩，浑身无力，可还是一遍

又一遍地坚持。于水说：“不能退缩，
要把动作练到不

出错，不过，只要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表演，
我们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今年 16岁的学生周腾，7月 22 日校运
会比赛结束就加入到排练中，当时鼻子有
点肿也没在意，直到 25 日感觉鼻子还疼，
拍片检查的结果是鼻子粉碎性骨折，医生
建议住院做手术，因为这个节目有替补队

员，为了不失去这次机会，周腾只住了五
天院就“归队”了。“回到学校后，教练让我
休息，我坚持说没事，排练场上注意尽可
能不让碰着，到时候真希望家人能看到我
的表演。”

本报记者 刘超峰
通讯员 冯威锋 薛明瑞 文/图

迎盛会少林小子挥汗如雨全力备战

由国家民委、国家体委联合主
办，云南省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五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
1995 年 11月 5日至 12日在昆明市
举行。

本届运动会的宗旨是：发展民
族体育，增强民族体质，加强民族团
结，振奋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本届民族运动会会徽由“5”字
和“民”字的拼音字母“M”的变体组
合而成，富有动感的“5”构成运动员
冲刺的形象。“M”字形构织的三条
弧线，象征运动场跑道，会徽选择奥
运五环色彩。

本届民族运动会吉祥物是小象
“明明”。名字取自昆明民族运动会
的谐音。健康活泼的小象“明明”，
高擎着象征第五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5”字形的燃烧火炬，认定目标欢快
地奔跑，充满力量、朝气蓬勃。

该届运动会历时8天，其规模和
设项均超过了历届。来自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55个少数民族的运

动员和各民族的教练员、裁判员、工
作人员、观摩人员、少数民族体育先
进代表及新闻记者共 9000 余人参
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首次组团参赛。台湾省少数民
族组团参加了龙舟竞赛。大会还邀
请了部分港、澳、台同胞前来观摩。

本届运动会设竞赛项目和表演
项目两大类。竞赛项目有：抢花炮、
珍珠球、木球、毽球、摔跤、秋千、武
术、射弩、龙舟、赛马、打陀螺 11项，
设金牌 65枚；表演项目有 129项，设
一、二、三等奖。另设“体育道德风
尚奖。”

运动会期间，国家民委、国家体委
联合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了一批为发
展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事业做出贡献的
模范集体和模范工作者。

为配合运动会的举行，还举办
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摄影艺
术展”“民族团结艺术灯展”“焰火晚
会”等活动，并在海埂民族村举行了
民族大联欢。

本报记者 王微晶 王文捷

第五届：云南昆明，1995年11月5日至12日

近万人春城演绎民族大联欢

本报讯（记者 秦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目前正
在进行中，经过五轮评选，昨日公布 10部提名作品，豫籍作
家李洱的作品《应物兄》入选。

茅盾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先生遗
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
荣而设立的，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

2019年 3月 15日，中国作家协会宣布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评奖工作正式启动，开始征集参评作品。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评奖年限为2015~2018年。参评作品为成书出版的13万
字以上的长篇小说。2019年 5月 15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234部参评作品目录正式公布。

经过评选，入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的分别
是：葛亮的《北鸢》、孙惠芬的《寻找张展》、梁晓声的《人世
间》、陈彦的《主角》、叶兆言的《刻骨铭心》、刘亮程的《捎
话》、李洱的《应物兄》、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
上》、叶舟的《敦煌本纪》。

《应物兄》是李洱沉寂多年，经过十三年锤炼推出的长篇
作品。这部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以细致繁复的情
节、密集广泛的“知识点”、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辨及立体生动
的人物形象，展现三十多年来几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精
神轨迹，最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

据悉，最终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五部作品将于近
日公布。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公布
豫籍作家李洱《应物兄》入选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今天晚上，中超第 22轮联赛将全
面打响，建业做客金陵挑战强大的江苏苏宁，对于南京奥体
中心，建业每次做客都难全身而退。如今士气正旺的中原子
弟兵故地重游，整状的建业队决心与主队掰掰手腕，力争从

“伤心地”能够全身而退。
主场击败北京人和，王宝山和他的弟子给老东家的伤

口上撒把盐，让人和继续在保级的路上苦苦挣扎，而自己的
已经走在基本上岸的道路上。与苏宁之战，上轮停赛的王
上源和冯卓毅已经解禁复出，这样建业队将以全主力与苏
宁较量一番，这恐怕也是建业能够与对手掰掰手腕的绝好
机会。

连续两场平局之后，苏宁距离亚冠的资格已经渐行渐
远。日前，苏宁足球俱乐部发布了中超联赛江苏苏宁易购队
主场对阵河南建业海报，主题气吞山河。8月 13日，两队将
在南京奥体中心展开赛季第二回合的较量。

在经历了连续两个客场的征战后，本轮联赛江苏苏
宁易购队将回到主场作战，虽然连续客战对于球员体能
有一定影响，但坐镇主场的江苏苏宁易购队向来战斗力
十足，尤其是面对曾经击败自己的对手。因此江苏苏宁
也选用了气吞山河的海报主题，希冀球队在主场球迷的
助威声下，打出精气神，拿出气吞山“河”的气魄，夺取胜
利，拿下三分。

不过本场比赛，主队的何超和田依浓将停赛，叶重秋
也处于禁赛期，赛季前张晓彬被租借，这个夏窗，高天意也
被租借到佳兆业，这样一来，原本中场人员储备充足的苏
宁却明显硬不起来。目前看，奥帅可能用谢鹏飞搭档吴
曦，田依浓染红下场后，苏宁已试验了这一打法。因此在
苏宁人困马乏之时，或许就是建业拿下对手的最好机会。

建业今晚客场挑战苏宁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正在山西太原举行的第二
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展开了开幕式后第四个比赛日的争
夺，在当天的比赛中，河南“水军”继续前三天比赛中摘金
夺银获铜的强势表现，再掀夺牌“风暴”，斩获 1 枚金牌、2
枚银牌和 1 枚铜牌。

皮划艇分为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有静水项目和激
流项目之分。在天然或人工湖面进行的比赛，称静水
项 目 。 在 水 流 湍 急 的 河 道 进 行 的 比 赛 ，称 激 流 项 目 。
本届全国二青会皮划艇（静水）项目设置了体校组和社
会 俱 乐 部 组 两 大 组 别 ，总 共 有 83 个 小 项 ，在 该 项 目 前
三天的角逐中，河南“水军”豪夺 7 枚金牌！据了解，河
南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共组建了 4 支队伍参加本届青
运会，其中参加体校组的为 1 支队伍，参加俱乐部组的
为 3 支队伍。

在昨日进行的社会俱乐部组女子 500米单人皮艇的较
量中，河南女将大放异彩，黄淑贤、杨文静、陈燕彤、李梦梦四
名选手，包揽了该项目的前四名，又一次演绎了河南“水军”
大包大揽的壮举！魏金施、梁柏栋、黄海航、黄明月四名男选
手，则获得了体校组男子甲组 500米四人皮艇的银牌。值得
一提的是，这已经是此前已经夺得两金的魏金施，在本届青
运会上夺得的第三枚奖牌。

另外在昨日于山西晋城举行的本届青运会现代五项决
赛阶段的比赛中，我省小将李宇哲不畏强手，顽强拼搏，斩获
体校组男子乙组跑射游个人项目的冠军。

二青会：河南“水军”掀风暴

本报讯（记者 陈凯）郑州市“全民健身日”活动经开区分
会场暨群众体育交流展示活动，日前在经开区中心广场举
行。我市 800余名健身爱好者参与其中，践行全民健身，传
递体育正能量。

本次交流展示活动，包括广场舞、空竹、甩手操、第九
套广播体操、太极功夫扇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项目，参
演的健身爱好者各秀“绝活儿”，展示了健身运动给广大
市民带来的健康和快乐。800 余名健身爱好者中还包括
了我市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他们不但为观众提供健身
指导，而且还发放健身知识宣传彩页，引导大家科学参与
健身。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市各级体育
部门以“全民健身我参与 体育强市我添彩”为主旨，举办了
一系列全民健身活动，15分钟健身圈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
盖，我市广大市民朋友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平台，去感受
体育锻炼带来的乐趣与益处，去提高科学健身意识，养成科
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群众体育交流展示亮相经开区

全国民族运动会期间好“戏”连台

中国剧协第二届民间职业剧团
优秀剧目展演9月“落户”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