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8 2019年10月31日 星期四 编辑 潘松 校对 屠会新 电话 56568225 E-mail:zzrbty@163.com文体新闻

士 说 仰 韶
向世界传播仰韶

纪连海纵横捭阖话仰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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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嘉宾：

10 月 27 日，被观众朋友热情称为“老纪”或
“纪老师”的纪连海先生，出现在郑州，为“天时荟
名家讲坛”开席演讲。

纪连海曾经表示：“历史是我的事业，不是职
业。”在系列清史讲座中，他为观众廓清了诸多迷
雾。当他感觉讲清史讲累的时候，7000年的仰韶
文化历史长卷，成为他新的关注点。2014年，纪
连海曾经著文《中国的古老文明从这里走来》，洋
洋洒洒，文章收官处，直指“中国的古老文明从这
里——安特生脚下的仰韶文化遗址——走来！”

这次，当他从北京走来，和仰韶文化的传人们
零距离接触时，文人情怀，会不会有安特生当年从
北京辗转而至仰韶村的浮想联翩？！

成立于 2018年的天时荟，系仰韶酒业为旗下
高端产品彩陶坊天时酒体验者打造的一个文化平
台。平台之上，纪连海纵横捭阖——

“中国人为什么要喝酒？
“因为敬天法祖、养生良药、英雄酒胆、文化源

泉、沟通秘籍、生活必需的诸多层面，都决定了酒
与中国、中国人与酒休戚与共。”

纪连海谈起西晋张华著《博物志》中关于酒的
典故，提到一款“千日酒”的佳话。同时提到大将
霍去病在甘肃取得战争胜利后，皇帝赐封美酒，人
多酒少，霍将军将酒倾进当地泉水之中，官兵同
饮，是以得“酒泉”之名。

在学者之列，纪连海是可以“喝几杯”的，当天
他小酌了彩陶坊天时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纪念酒，
他在讲座上谈到，5斤版的纪念酒很好，但是也鼓
励制作一款 48斤坛的纪念酒。而 48斤的来历，
源自于其本人为学生在国外举办婚礼时用酒的一
个案例。

纪连海说，“古往今来，如果把中国人喝酒的
文章删掉，四大名著空缺，李白、杜甫、白居易不会
这么鲜活，李清照老实在家，‘绿肥红瘦’‘沉醉不
知归路’全没有了。”

对于仰韶文化，纪连海做足了功课。他历数
仰韶文化遗址从 1921 年到 1981 年的四次发掘，
并透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如安特生早期是
徒步走到河南渑池仰韶村开展工作的。他出示的
几幅彩陶图片中，《人面鱼纹彩陶盆》图案上下、左
右、前后对称，已经传递出仰韶时期先民的审美觉
悟。彩陶盆上为什么有鱼？鱼可以食用，同时，鱼
的繁殖力旺盛，更是那个时代对生殖崇拜意识的
表达，这和后来穷人家种石榴，富人家植海棠是一
个道理。人面鱼纹彩陶盆中间一块像地图的地
方，纪氏解读为“俯看大地，仰望星空”。

在一口彩陶缸上出现的《獾鱼石斧图》，獾、
鱼、石斧全部是竖立的造型，纪连海认为这一型制
是权力的象征，在当时应为聚落领袖、部族酋长之
类的人物所使用的重器。

“中国有两座韶山，一座为伟人出生地，一座
就是渑池境内韶山，中国考古发源地。还有一座
广东韶石山，它们的名称都与舜帝有关。那么，
韶之为何？韶字拆解，左‘音’右‘召’，用音乐召
唤大家在一起。舜帝做的音乐叫韶乐，它是有歌
词的，箫韶、大韶、九招、九辩，到了屈原那里，就成
了九歌。

“在中国所有的典籍中，‘韶’都是美丽的解
读，《说文解字》说韶，虞舜乐也。《尚书 虞书 益稷》
说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荀子 乐论》说，舞（韶）欣
（武），使人之心庄……韶乐只在重大场合上表演，
孔子毕其一生也只听过一次。

“现在有人把秦赵会盟的渑池之会叫做十大酒
局之首。当时秦王要赵王鼓瑟，以当时礼仪，音乐是
士大夫阶层必修课，主人敲主人唱，或者我来唱你来
敲，唱的都是诗经的内容，和我们今天喝了几杯后，
现场演艺一样一样的，没有贬义，问题是表演结束，
秦王的史官非要书‘令赵王鼓瑟’，才惹怒了蔺相如，
冒死要秦王击缶，但也因此传为千古佳话。”

渑池是著名古城，还是仰韶文明第一缕曙光的
起源地，仰韶文化拥有丰富的三类彩陶，还具备崇
高的文化地位。“仰韶文化是中外合作的成果，这项
成果显示，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至少一万年。未
来，仰韶文化也势必成为新时代‘一带一路’发展合
作的重要纽带”。 王见宾

纪连海
1965 年出生于北京市昌

平区，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
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学科
带头人、西城区兼职历史教研
员。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

坛》中的每一次开讲都引起极
大关注，他的“和珅十讲”以平
均收视率 0.69%荣登《百家讲
坛》开播5年内的收视率冠军，
被誉为《百家讲坛》“十大名
嘴”中的“最另类”。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
记者从市校足办获悉，2019 年中
国高中足球锦标赛男子高中组八
进四比赛全部结束。在同时进行
的三场比赛中，郑州九中 2∶0战胜
东道主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郑
州二中 3∶0战胜淄博实验中学，河
南省实验中学4∶0大胜深圳市翠园
中学。而在女子组中，郑州三十一
中女足昨天经历点球大战获得季
军。至此，郑州市参赛的所有队伍
全部进入全国四强，这也创造了“中
锦赛”的新纪录。

在备受瞩目的八进四比赛中，
郑州九中、郑州二中及河南省实验

中学在上半场便掌控了场上局势。
郑州九中上半场攻入 1球、郑州二
中上半场攻入 2球，河南省实验中
学在上半场攻入了 3球，三支队伍
均在上半场控制住了局势。下半场
比赛，三支队伍也同样势如破竹，均
在下半场攻入一球。三支男足队伍
携手挺进半决赛，这是郑州校园足
球队伍在全国赛场亮相以来，从未
达到的高度。

另外郑州三十一中的女足姑娘
们则以0:1憾负上届“中锦赛”冠军
保定一中，止步半决赛，最终获得第
三名。

回顾过去两年的“中锦赛”，郑

州校园足球连续两次经历了与冠军
擦肩而过的遗憾。2018 年“中锦
赛”，河南省实验中学获得第二名，
郑州二中获得第四名，郑州九中获
得第五名，郑州三十一中女足获得
第八名。一年后，四支队伍全部进
入四强，这是突破。当然，这也是郑
州校园足球在更好更强的同时，同
样也在成长与探索的证明。

31日，备受瞩目的男子高中组
半决赛将迎来“郑州德比”，河南省
实验中学届时对阵郑州二中，郑州
九中将对阵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郑州德比”能否在中锦赛决赛场上
呈现？让我们共同期待。

中国高中足球锦标赛接近尾声中国高中足球锦标赛接近尾声
郑州市参赛球队全部进入四强郑州市参赛球队全部进入四强

郑州市第三十一中学队球员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陈凯）148 支球队、600 余名篮球少年参与
其中……本周末，2019肯德基中国中学生 3×3篮球联赛郑州
大区赛，将在郑州师范学院举行。喜欢篮球的小伙伴们还等什
么，这个周末一起到现场“豫”见激情篮途，为郑州的篮球青少
年们摇旗呐喊吧！

2019 肯德基中国中学生 3×3篮球联赛，是由中国中学生
体育协会和中国篮球协会联合主办，携手百胜中国肯德基品牌
共同打造的一项针对中国中学生的专项三人篮球赛事。赛事
设有初中组、高中组两个组别，分为班级联赛、大区赛、全国总
决赛三个阶段，今年的赛事从 9月份，将一直持续到 12 月初。
参加本次郑州大区赛的 148 支球队均是从 148 所学校班级联
赛中脱颖而出代表各自学校的唯一队伍，这些队伍将通过本周
末的比赛决出初中、高中两个组别的冠军球队，代表郑州赛区
参加今年该项赛事的全国总决赛。

全国中学生三人篮球赛
郑州大区赛本周末开战

本报讯（记者 苏瑜 实习生 林香元）记者从郑州市影
视家协会获悉，“影载中华情·圆梦新丝路”2019中国（郑
州）国际电影交流展将于 11月 1日在郑州中牟建业电影
小镇启动。本次影展将以俄罗斯经典电影为主题，带来
一场光影盛宴。

影展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
心、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文联、郑州市委外事办主
办，中共中牟县委宣传部、郑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承办，
中国世界电影学会、建业电影小镇协办。

自 2017年起，“影载中华情·圆梦新丝路”国际电影
交流展于每年的秋天在郑州举行。在过去的两年里，来
自印度、伊朗、波兰、澳大利亚、白俄罗斯、越南、墨西哥等

“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的电影作品来郑展映，片方
代表来郑交流，构建起了一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电影人
深度对话、学习合作的情感桥梁，推动了中原文化、黄河
文化与世界的交流融合。

本次影展将以俄罗斯经典电影为主题，《花滑女王》
《安娜的战争》《一次任务》《照亮》《工厂》《世界之心》等
影片应邀参展，片方代表也将空降郑州，和郑州电影人互
动交流。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影展还将点映《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机长》《攀登者》等近期燃爆院线的国产影片，携手
光影，共话中华情，圆梦新丝路。

“影载中华情·圆梦新丝路”

中国（郑州）国际电影
交流展周五启动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建业足球俱乐部获悉，全
国U19足协杯决赛在昆明海埂基地落下帷幕，由大连一方对阵
上海申花。最终，一方在比赛最后阶段被申花打进制胜球，上海
申花以2∶1击败对手摘得冠军。

而在青超 U19足协杯 13/14名排位赛中，河南建业 U19点
球击败北京中赫国安，最终排名第13，显示出建业在该年龄段的
真实水平。

本场比赛进行到第 70 分钟国安队通过角球率先破门，第
82 分钟建业队同样通过角球由队长杜智轩头球破门扳平比
分。经过 90 分钟的鏖战，双方 1∶1战平。根据规则常规时间
平局将直接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建业队点球 5∶4、总比分 6∶5
战胜北京中赫国安，取得本届青超 U19足协杯第 13名，结束本
次足协杯赛事。

青超足协杯收兵
建业队排名第13

本报讯（记者刘超峰）总奖金 34万多元，云集国内外车队众
多骑行高手，设置在黄河岸边的绝美赛道……记者日前获悉，
2019三门峡沿黄国际自行车邀请赛将于 11月 9日至 10日在美
丽城市三门峡市鸣枪开赛。

2019三门峡沿黄国际自行车邀请赛将于 11月 9日至 10日
在三门峡市区举行，赛事总奖金346000元。今年沿黄赛共设置
公路赛和山地赛两项赛事，公路赛为两日赛，分两个赛段，分别
为 11月 9日三门峡市区绕圈赛和 11月 10 日三门峡市区绕圈
赛，公路赛总里程260公里，设置多个途中冲刺点。届时将有15
支国外车队、20 余支国内车队总计 210 人进行公路大组赛角
逐。山地赛分为山地车男子公开赛 60公里和山地车女子公开
赛40公里，此外还设有全民健身体验组。

沿黄自行车赛下月鸣枪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杨丽萍）历时 7天的第六届重庆
青年电影展日前落下帷幕，由顾晓刚执导的《春江水暖》
荣获最佳长片电影奖，这也是影片在国内获得的又一重
要奖项。著名导演张扬现场为顾晓刚颁奖。

《春江水暖》讲述了家族年迈母亲在寿宴上意外发病
失智，让四个家庭面临亲情和生活重重考验的故事。影
片以“春夏秋冬”四季交替的时间线索来叙事，将中国传
统绘画的艺术理念嫁接于光影之中，绘制出了一幅别样
的中国人文山水画卷。据导演透露，此次面世的《春江水
暖》是其长卷电影三部曲《千里江东图》中的卷一部分。

《春江水暖》目前已荣获第 13届 FIRST青年电影展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德国汉堡国际电影节“影评人选择
奖”等重量级奖项，并获得了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中小成本故事片”与“最佳音乐”提名，入选了亚太电影
大奖、温哥华电影节、墨尔本电影节、釜山电影节、香港亚
洲电影节、新加坡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竞赛或展映单
元。在即将举办的浙江国际青年电影周上，《春江水暖》
也会在“新锐首秀·一鸣惊人”单元进行展映。

《春江水暖》获重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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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帅沈富麟重新执掌中国男排帅印，新
一期中国男排集训大名单也相继出炉，在这份由24名运
动员组成的集训大名单中，河南男排主教练兼队员崔建
军榜上有名。

新一期中国男排集训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国家
男排东京奥运会亚洲区资格赛比赛任务，冲击2020年东
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参加集训的24名运动员来自北京、
上海、江苏以及解放军等 10支队伍，其中上海男排共有
5名运动员入选，24名运动员也是国内男子排坛出类拔
萃的选手。崔建军是河南男排唯一入选中国男排本期集
训的球员。

司职主攻的崔建军是中国男排的一位老将了，去年
已经退役的他成为河南男排主教练，经过积极恢复，这位
以重扣闻名的强力主攻又重新回到了赛场，并且率领河
南男排打进了上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的八强。“大军的
伤病已经完全恢复，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可以适应高强度
的比赛了，而且他的经验丰富，尤其是后排保障出众。我
认为这些都是沈老把他重新招入中国男排的原因。”河南
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书记谢国臣向记者介绍说。

谈及重披国家队“战袍”的感受，崔建军坚定地说：
“非常感谢排管中心和沈指导对我的信任。作为一名老
队员，我要做的就是在场上打好每一个球，在场下做好传
帮带的作用，为中国男排进军东京奥运会贡献自己最大
的努力！”

中国男排集训名单公布
河南队老将崔建军入选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为备战下
月客场挑战叙利亚队的世预赛“生
死战”，10月 29日，中国足协公布了
最新一期国足集训名单。郑智依然
在列，杨立瑜、高准翼、李帅落选。
鲁能的刘彬彬、国安的王子铭进入
最新一期集训名单，泰达的杨帆同
样是新人。

据悉，本次国足集训从 11 月 3
日开始，全队先在广州集训，6 日前

往阿联酋。国足提前一周前往客
场，足以看出对比赛的重视。

从具体的名单看，恒大队长郑
智依然在列，之前他被恒大任命为
执行教练，但间歇期他的首要任务
还是国足。从名单来看，国足还是
做出一些调整，高准翼和李帅因伤
落选，恒大的杨立瑜无缘。后卫线
杨帆入选，中场刘彬彬和买提江进
入名单，前锋线国安的王子铭重返

国足。
上一场世预赛，国足在客场 0∶0

战平菲律宾队，2胜 1平排名小组第
二，叙利亚队3连胜小组第一。11月
14日，国足客场挑战叙利亚队，国足
想要小组第一出线，客战叙利亚队的
底线是不能输球，如果赢球，将反超
对手升至第一位；如果输球，就被拉
开差距；如果打平，还有主场反超对
手的希望。

备战客场“生死战”

国足公布新集训名单

新华社马德里10月 29日
电 2019~2020 赛 季 西 班 牙 足
球甲级联赛 29 日展开第 11 轮
的较量，凭借梅西等人的进

球，巴塞罗那主场 5∶1大胜
巴拉多利德，暂时回到

西甲积分榜首位。
巴塞罗那本
轮 坐 镇 诺

坎 普 迎 战
巴 拉 多 利
德 ，安 苏 －
法蒂取代格
列 兹 曼 首
发 。 梅 西 在
比赛中二度建
功，朗格莱、比

达 尔 和 苏 亚 雷
斯也各有一记进

球。目前少赛一场
的巴塞罗那以 7 胜 1

平 2 负积 22 分排名联赛
积分榜榜首。

开场仅两分钟，巴萨便在
对方禁区内造成混乱，朗格莱
点球点附近的凌空抽射打在巴
尔巴身上弹入网窝，为主队建
立 1∶0 的领先优势。但巴拉多
利德在第 15分钟利用任意球进
攻扳回一城，奥利瓦斯将特尔
施特根扑出的皮球近距离挡入
网窝。

第 29 分钟，巴萨重新将比

分超出，梅西挑传禁区，比
达尔单刀赴会，小禁区边缘
凌空将球垫入球门。第 34 分
钟，主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梅
西开出的皮球直挂球门右上
角，为巴萨进一步扩大领先优
势 。 上 半 场 ，主 队 以 3∶1 领
先。

下半时，苏亚雷斯的一记
射门因越位被判无效。但第75
分钟，巴萨再入一球，梅西接
替补出场的拉基蒂奇的直传，
禁区内转身将球打入球门右
下角。第77分钟，苏亚雷斯
突入禁区，接梅西直塞推射
球门左下角得手，助巴萨
将比分定格在5∶1。

在当日的另一场
比赛中，马德里竞
技客场 1∶1战平
阿拉维斯。

西甲西甲：：
梅西梅西““王者归来王者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