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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文捷）昨日，
第 21届农心辛拉面杯世界围棋
团体锦标赛第八局在韩国釜山
战罢，中国队先锋、郑州小伙杨
鼎新九段中盘击败韩国队副帅
申真谞九段，豪取个人七连胜，
并且追平了范廷钰在农心杯单
届最高的连胜纪录。目前，日本
队和韩国队都仅剩主将，而中国
队5人（柯洁、芈昱廷、范廷钰、谢
尔豪、杨鼎新）则毫发未伤。

本届农心杯首局中国队轮
空，韩国队先锋元晟溱战胜日本
队先锋村川大介，随后杨鼎新登
场，一路连胜元晟溱、山下敬吾、
金志锡、一力辽、李东勋、许家
元，本局迎战韩国队副将申真谞
的挑战。申真谞不久前在 LG杯
上接连战胜陈耀烨和柯洁势头
正佳。

布局阶段，执白的杨鼎新在
左边捞取了大量的实地，中盘阶
段，黑棋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
态，申真谞完全没有发挥的余
地。不利局面下，申真谞强行冲
击右上白棋，杨鼎新沉着应对，
申真谞见大势已去愈发急躁，仅
弈至170手便投子认输。

赛后，杨鼎新表示：“没有想
到自己会取得七连胜，只是保持
平常心一盘一盘去下，平常心让
自己取得了好成绩，这一局序
盘阶段差不多，但是进入中盘
差距拉大了，申真谞出现了失
误，然后悲观地判断形势，开始
冒险了，如果正常下，胜负应该
很漫长。”

首次出战农心杯，同时还作
为中国队先锋的杨鼎新，本局过
后豪取七连胜并获得连胜奖金

5000万韩元，不仅超过申旻竣的
新人连胜纪录，同时也追平范廷
钰的七连胜纪录。

今日，杨鼎新将接受日方主
帅井山裕太九段的挑战。如果
杨鼎新能够取胜，那么他将以八
连胜的成绩创造新的历史。

本届农心杯第一阶段赛事
四局 10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
进行，11月 22日至 26 日在韩国
釜山进行第二阶段五局棋比赛，
2020 年 2 月 17 日至 21 日在上
海进行决胜阶段的较量。冠军 5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298万元），
每盘棋对局费 300万韩元，三连
胜者特别奖励 1000 万韩元，之
后每多赢一盘奖金增加 1000万
韩元。

此前韩国曾问鼎农心杯 12
次、中国7次、日本1次。

农心杯中国先锋“请”出日韩主将

郑州小伙杨鼎新狂飙七连胜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
从郑州博物馆了解到，近日，经专家
评审，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19年度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100项名单，其中重点推介项目 20
项。由省文物局、省文物考古学会
主办，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博物
馆承办的大型主题展览《追迹文明
——新中国河南考古七十年》入选
此次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

河南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

是近代中国考古事业成长的主阵
地，河南考古从某种程度上被作为
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一个极其重
要的缩影。从新中国第一次考古发
掘自辉县孟庄开始至今，七十年来，
几代河南考古人不懈努力、艰苦奋
斗，使河南考古工作在田野发掘、学
术研究、文物保护等领域取得了诸
多重要考古发现和丰硕研究成果。

此次展览汇聚 23家考古发掘
单位和博物馆联合参展，参展文物
1225 件（套），其中一、二级珍贵文

物达196件（套），国宝荟萃，精品云
集。该展览梳理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河南的重要考古发现、精品文
物和学术研究成果，弘扬了优秀传
统文化，传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让参观者感受中华文化的源远
流长以及河南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
七十载的无私奉献和艰辛努力。

据悉，该展览目前已接近尾声，
自 8月下旬开展三个月以来，获得
海内外观众好评，至今已接待观众
38万余人。

昨日上午，郑州师范学院嵩山
学堂内座无虚席，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获得者、郑州师范学院优秀校友
李洱重回校园，和母校师生面对面
畅谈“写作与情怀”。

“从 1987 年到 1997 年，我人生
中美好的 10年是在郑州师院度过，
今天能够‘回家’非常高兴，看到学
校的大门，感觉就像看到了家的炊
烟，到处都是回忆……”一开场，李
洱就对母校深情“告白”，他提到，感
谢在母校度过的10年难忘时光。在
那段岁月里，天地如此狭小，我们膝
盖碰着膝盖；天地又如此博大，因为
他连通着整个世界。正是这些过去
的时光和河南深厚文化底蕴，为我
的文学探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
灵感和探索勇气。

谈到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应
物兄》13年的创作历程，李洱感触颇
深，他说：“写完的那一刻，我禁不住
喜极而泣，这其中既有一个作家对
自己写作品质的坚持和期许，也有
对文中人物生死不息的怜惜和审
视。”围绕着现实与写作的关系，李
洱引用著名哲学家休谟的“经验就
是活泼的印象”，深刻论证了想象和

作家个人经验生活之间的辩证关
联，他认为，写作是怀揣着某种道德
理想对事实进行反省式书写，现实
与写作之间存在一种若明若暗的同
构关系。

郑州师范学院校长孙先科表
示，《应物兄》中汇集的各类繁复的
信息和概念，实现了不同时代、不同
语言主体的同时出场，是对原有语
言环境的一次突破，体现了李洱先
生高度的作家使命感和责任感。

对话现场，围绕 80年代文学启
蒙、现代文学与现实主义之间关系、
西方结构主义与创作等话题，李洱
与师生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
讨。

提到自己的独特的“传奇故事”
式的写作方式，李洱表示，在经济全
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整个社会呈现
多元和碎片化的倾向，时代需要一
种突破传统写作方式的新型小说出
现来面对时代急剧的变化。《应物
兄》中采取的“对话”式写作方式就
是这样的一种大胆的尝试，沿用了
《论语》中儒家应对世界的核心思
想，探讨了“言、知、行”的统一。

本报记者 王红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中超联赛上轮主场绝杀保
级困难户天津天海之后，明晚又将迎来苦苦挣扎的另
一个保级困难户深圳队。昨天，河南建业主帅王宝山
率领全体将士，踏上飞赴深圳的征程并顺利抵达，备战
明日与深圳佳兆业的比赛。

这次赴深圳的阵容中，建业队的外援三叉戟伊沃、
卡兰加和巴索戈悉数前往，国产队员绝大部分主力都
随队前往。这场被坊间传得沸沸扬扬的焦点赛事，因
为曾是王宝山的老东家以及深圳队目前的窘境而颇为
引人注目。而近况颇佳的建业再次充当“判官”的角
色，刚刚建业主场绝杀天海，让关键时刻送一程的坊间
传闻化为泡影。如今王宝山率队挑战老东家，建业队
可能放一把的传闻又甚嚣尘上，这对今年连续捍卫足
球尊严的王宝山又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停赛一场的主帅王宝山本轮复出将亲自指挥球
队，对这场关键之战他轻松地说道：“赛前也知道，这场
比赛因为我曾执教过深圳，存在是否放一马的传言，其
实我们对阵恒大和天海也有这样的传闻，我们做得很
不错吧，这场也一样，我们会全力以赴捍卫足球的尊
严，一定会尽全力打出我们的水平，尽力完成今年最后
一个客场比赛，对河南球迷有一个好的交代。”

23日，中超联赛结束了第28轮的全面争夺。在一
场“天王山之战”中，广州恒大主场如愿拿下上海上
港，牢牢掌握了争冠的主动。当恒大、国安和上港上
演争冠“三国杀”之时，谁将降级离开中超也是令人关
注的热点。

北京人和主场不敌江苏苏宁，已提前两轮降级。
这是他们2015年之后时隔4个赛季再度降级。最后两
轮，人和将面对上港和大连一方，已经是为荣誉而战。

当人和无情跌入深渊之后，余下的一个降级名额将
在天津天海和深圳佳兆业之间决出，降级“二人转”将会
上演最后的疯狂。其中，天海积22分排在倒数第3位，
领先身后的佳兆业两分。最后两轮，天海将先主后客面
对一方和苏宁。佳兆业也先主后客面对建业和上港。

相比较而言，佳兆业的日子更不好过，在剩下的两
轮比赛中除了尽可能拿到多的分数外，同时还要寄希
望于自己的保级对手天海少拿分。考虑到上港要争夺
联赛第二，以保证自己的亚冠正赛名额，佳兆业很难在
客场对阵上港时拿到理想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佳兆
业必须在对阵建业的比赛中全取三分，否则极有可能
提前一轮宣告降级。

天海的情况相对乐观些，除了手握积分优势外，最
后两轮的对手一方和苏宁均没有成绩上的追求。不过
以目前天海的状态，想要在一方和苏宁身上取胜也绝
非易事。而且本赛季与佳兆业的直接交锋记录上，天
海一平一负处于劣势，如果两队最终出现同分的情况，
佳兆业将凭借着相互战绩的优势成功保级。

因此，天海和佳兆业谁将是另外一个“倒霉蛋”，或
许到最后一轮才会水落石出。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怀 揣
100欧元也能穷游世界？今日下午
两点，郑报影迷俱乐部将邀请20位
影迷，在奥斯卡西元国际影城抢先
观看冒险喜剧《衣柜里的冒险王》，
影片笑料百出堪称“印囧”，赶快报
名参加吧，具体参与方式详见本报
官方微信。

电影《衣柜里的冒险王》由肯·
斯科特执导，印度著名男演员丹努
什、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
贝热尼丝·贝乔和艾琳·莫里亚蒂主
演，讲述了一个靠骗取游客钱财为
生的印度街头小混混阿贾，一直努
力攒钱想带母亲去巴黎的故事。可
惜母亲没能等到这一天便去世了。

于是，身上只有 100欧元的阿贾带
着母亲的骨灰踏上巴黎穷游之旅。
为了省去住宿费阿贾藏在宜家的衣
柜里，不料阴差阳错被运到英国，而
后辗转流落到西班牙、意大利、利比
亚……一段精彩非凡的冒险之旅由
此展开。

在影片发布的终极预告中，阿
贾蹬着自行车仿佛要奔向未来的美
好生活，搭配鲜艳明亮的底色，传
递出温暖积极的冬日正能量。预
告中伙伴们面对真诚善良的阿贾
诧异问道：“你坐着衣柜去旅行？”
也暗示他这次将拥有一段天马行
空非比寻常的经历。有趣的是，虽
然旅途中坎坷重重，衰事不断，但

是阿贾仍然保有印度人的乐观精
神，在最窘迫的境地中也把悲惨命
运变成欢乐旅程。

影片改编自同名原著小说，热
销全球超过40多个国家，它曾给无
数人带来欢乐，有观众认为这个故
事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令人感动
温暖，又轻松搞笑，在奇幻的想象中
暗藏人生的课题。”

正如导演肯·斯科特所说，这是
一个“具有喜剧元素的寓言故事”，
不妨在阿贾身上汲取“掌控命运的
是你自己”的正能量命题。在阿贾
乐天精神的感染下，希望每个人都
能欢乐积极地度过2019年的尾声。

影片将于本月29日上映。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社会体育
事务中心获悉，在 24 日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结束的
2019年世界青年健美健身锦标赛暨女子健身模特世
界杯上，身披中国队“战袍”的一男一女两位河南老乡
杨文杰和赵婉羽发挥出色，勇夺一金一银。其中杨文
杰斩获的健身先生16～23岁年龄组金牌，不仅是中国
队在本次比赛中收获的唯一一枚金牌，而且也是中国
健身史上第一个健身先生世界冠军。我省赵婉羽获
得身高 166厘米以上组银牌，也创造了中国女子体育
模特在世界大赛上的最好成绩。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 36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余名男、女健身运动员参赛。杨文杰和赵婉羽均来自
河南焦作，杨文杰现年 22岁，2016年开始进行专业健
身教练学习和训练，2017年首次获得全国健身先生冠
军。此后，先后获得全国赛健身先生冠军、全国公开
赛健体全场冠军、亚洲健美健身锦标赛青年健身先生
冠军、亚洲健身健美锦标赛青年健体全场无级别冠军
等多项冠军；赵婉羽现年 18岁，2017年开始进行专业
健身教练学习和训练。近两年，先后获得过全国健身
锦标赛女子体育模特冠军、全国公开赛女子比基尼冠
军、全国公开赛女子体育模特冠军等多项冠军。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图）如
何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
郑州二七精神？昨日，由郑州文
化馆主办、二七区文化馆承办的

“‘布’一样的世界”手工香包非遗
文化展在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馆举办，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感
受历史悠久的香包文化。展览期
间，中国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
工艺美术大师、高级民间艺术师、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包技艺
传承人张艳为大家分享了几十年

来创作香包的体会与感悟。
香包古代称“香囊”，亦称“佩

帷”“容臭”。据《诗经》描述，早在
约 3000 年前就有了香包。在古
代，它是用彩色丝线在彩绸上绣
制出各种内涵古老神奇、博大精
深的图案纹饰，缝制成形状各异、
大小不等的绣囊，内装用多种浓
烈芳香气味的中草药研制的细
末，以作节令志庆、生活实用和观
赏品玩用。

展览现场，近千件形态各异、

色彩斑斓的香包吸引众多市民驻
足欣赏。憨态可掬的十二生肖造
型香包，寓意吉祥如意的苹果香
包，使用蜡染工艺的“青花瓷”系
列布艺香包……几位家长带着孩
子一边抚摸着可爱的小老虎造型
香包，一边讲述着中国传统香包
悠久的历史。

到场参观此次展览的观众聆
听非遗传承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并亲自体验这舞动在针尖上的

“布”一样的世界。作为主讲人，
年过六旬的张艳带着几名徒弟现
场为市民讲授香包的简易做法，并
讲述了自己几十年来创意、制作香
包、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包技艺
的心得体会。据张艳介绍，她在制
作香包时从不画图纸而是靠想象
信手拈来，且从不做重复的东西，
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每一次
都有新的想法和灵感。

张艳的徒弟程娟告诉记者，
张艳老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手工
匠人，更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原创
设计师，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
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

“布”一样的世界。
据郑州文化馆馆长李桂玲介

绍，此次展览不仅追根溯源重现
传统文化之精粹，还通过不同的
视角为市民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匠
人世界。今后，该馆将为更多非
遗传承人提供宽广的展示、传承
技艺平台。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
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了解到，为弘扬
工匠精神，进一步提升我市陶瓷艺
术从业人员的技艺水平，推动陶瓷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艺术创新，为陶
瓷行业提质升级提供有力的人才保
障，由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市机关工
会主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承办
的“郑州市第十六届职工技术运动
会——郑州市第一届陶瓷设计制作
技能大赛”将于 12月 7日在河南工
程学院举行。

据了解，本次大赛分为陶瓷理论
和实际操作两项，获得总成绩第一名
者，将被授予“郑州市技术状元”称
号，并按程序申报“郑州市五一劳动
奖章”；总成绩获第二至五名者，授予

“郑州市技术标兵”称号；对竞赛组织
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颁发优
秀组织单位奖状和优秀组织者荣誉
证书。对参与活动成绩优异者，作为
参评“郑州市工艺美术大师”条件之
一。本月底前，参赛者可到郑州市工
艺美术行业协会报名。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由河南省
体育局、河南省教育厅主办，河南省
球类运动管理中心、河南省足球协会
承办的2019河南省传统项目学校足
球锦标赛，近日在兰考创新中学开
战，来自全省各地市男、女共15支传
统足校的队伍参加此次比赛。

河南省传统项目学校足球锦标
赛是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球类运动
管理中心、河南足协重点打造的一项
传统足球赛事。近年来该赛事与校
园足球“省长杯”相结合，在赛事知名
度、满意度和美誉度上都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

据协办本次比赛的河南省运之
杰足球俱乐部总经理范运红介绍，为
了给河南省青少年提供更多的比赛
机会、搭建更高的比赛平台，也为了
通过更多途径不断拓宽在校学生的
升学渠道，河南省体育局决定从今年
开始，将传统项目学校足球锦标赛与
校园足球“省长杯”分开单列，以后每年
会按照规定将此项比赛进行下去。今
年是河南省传统项目学校足球锦标赛
单列之后的第一个年头，多方将齐心
协力将赛事服务水平和足球竞技水平
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这项传统而又
崭新的青少年足球赛事开一个好头。

杨鼎新在比赛后 《弈客围棋》供图

建业将士飞抵深圳

保级“二人转”谁入“地狱”
——中超联赛保级形势分析

河南小伙斩获中国首个
健身先生世界冠军

国家文物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

《追迹文明——新中国河南考古七十年》入选

郑报影迷俱乐部邀请影迷
来和印度小哥开心游世界

听省非遗香包技艺传承人
讲述“布”一样的世界

省传统学校足球赛兰考开战

弘扬工匠精神 传承陶瓷文化

李洱“回家”
畅谈“写作与情怀”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
从河南省体育局获悉，从 11月 17日
开始，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教育厅
组织6个专家小组，以抽查的方式对
全省 36所武术特色学校进行了年度
考核验收。经过专家组的紧张工作，
考核验收工作于11月23日圆满完成。

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武术文
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015 年 11
月，河南省体育局和河南省教育厅联
合启动了武术特色学校建设项目，引
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积极响
应。目前，全省已有109所学校被命
名为河南省武术特色学校。

从 17 日开始，6 个专家小组根
据区域划分前往被检学校进行考核
验收。在考核验收过程中，各专家小
组主要通过观看展演、听取汇报、调
阅资料、考察场馆、召开座谈会等形
式进行。每到一处，各专家组成员都
能严格按照考核验收标准进行量化

评分，并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进行意
见反馈，对各武术特色学校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指出问题、分析原因、解
答疑惑，提出改进措施与建议。同
时，还对需要解决的意见建议进行了
收集整理。

考核验收工作结束后，各专家小
组对抽查的36所武术特色学校建设
成果给予充分肯定。据了解，河南省
每年组织的武术特色学校考核验收
工作，不仅仅是一项常规性工作，更
是一项承上启下的工作。通过年度
考核验收，可以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成
绩，发现存在问题，分析原因教训，对
于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找准工作重
点、有针对性地制定改进措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并针对考核验收
中发现的问题与不足，认认真真进行
梳理，扎扎实实抓好整改，真正把武
术特色学校打造成河南武术文化的
精品工程。

我省36所武术特色学校
接受抽查考核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