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歌曲《梦淮阳》郑州版
MV拍摄的消息“引燃”了郑州的淮
阳游子们，散布在郑州东、西、南、
北，奋斗在各个行业的他们，积极踊
跃地想为这支 MV 的拍摄添砖加
瓦。《梦淮阳》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曲？郑州版MV有何特色？记者近
日采访了这首歌的创作者王勇。

为家乡写一首歌
为故乡写歌，是王勇的一个心愿。
多年离乡在外，他的心头堆积

着如山般沉重的乡愁，故乡的荷花和
莲，总让这些离家的游子魂牵梦萦。

2012年的一个雪夜，从广东回
到河南的王勇有感而发创作了《梦
淮阳》，从作词到作曲到录制混音合
成，他和他的团队仅仅用了三天时
间，几乎是一气呵成，也是至今为止
他作品当中“出炉”最快的一首歌。

在《梦淮阳》中，太昊陵、万亩龙
湖、荷花等耳熟能详的淮阳元素让

人倍感亲切，王勇用一种咏叹和歌
颂的风格，再现了故乡的美好。他
在歌曲里写道：“梦到了爹和娘，太
昊陵去烧香，如今我身在远方，思乡
泪湿衣裳……”表达出一个远离家
乡的游子，在远方对自己在故乡生
活的印记，让所有淮阳人心生同感。

“故乡永远是我们每个人心里
最柔软的那一部分。”王勇说，“爱故
乡的方式有很多，为故乡写一首歌，
让我以音乐人的身份重回故乡，让
我的灵魂和肉体融入故乡的每一寸
土地，每一缕花香。”

用歌声温暖每一个游子
很多离开淮阳多年的游子，听

了以后都忍不住热泪盈眶，勾起了
心中无限的乡愁。

“刚面世的《梦淮阳》是我独唱
的版本，用我的声音来演绎一个游
子对故乡发出的心声。今天的版本，
加入了多个淮阳游子的声音，让更多

的淮阳人为故乡发声，自豪地歌唱美
丽的故乡淮阳。”王勇介绍说。

作为一个音乐人，王勇用《梦淮
阳》宣传淮阳，得到了多方的肯定。
《梦淮阳》这首歌获得了全国旅游歌
曲十大金曲，他还曾在旅游卫视春
节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让亿万观
众都看到了美丽的淮阳景色，聆听
了动人的淮阳歌声。目前在全国各
个地方的 KTV 里，都可以点唱《梦
淮阳》，每一个淮阳游子的心里，在
演唱这首歌时都是暖暖的。

爱家乡更爱郑州
为了更好地宣传淮阳，提升游

子对故乡的归属感，王勇今年发起
了拍摄郑州版《梦淮阳》MV 的活
动，他的努力得到了在郑州工作、生
活、创业的淮阳游子的大力支持，很
多人踊跃报名参与录制和摄制。

据王勇介绍，郑州版《梦淮阳》
MV背景选取了二七塔、如意湖、黄

河、炎黄二帝雕塑等郑州元素，参与
者都是在郑州生活、工作、创业的淮
阳游子，他们身上除了淮阳游子的
身份外，还有扎根郑州、奉献郑州的
印记。他们分布在郑州的各个区，
从事着不同的职业，都为郑州这个
城市的发展做着自己的贡献，他们
都是来自淮阳的劳动者，在郑州这
座城市辛勤地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

汗水。
“在郑州的淮阳游子热爱着郑

州这片热土，他们很多人把郑州当
成了第二故乡。这首歌的郑州版
MV 传达的就是这样一份情感，既
是宣传淮阳，也是宣传大郑州。”王
勇透露，目前 MV 的所有拍摄工作
已经进行完毕，正在紧张地后期制
作之中，很快就能和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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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ENGZHOU DAILY8 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 责编 王文捷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56568225 E-mail:zzrbty@163.com文体新闻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北京冬奥
组委 2日向新华社记者透露，12月 5日
也就是第 34 个国际志愿者日时，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
全球招募启动仪式将举行。

届时，北京冬奥组委将发布赛会志
愿者全球招募公告，开通全球招募网络
系统，并推出全球招募宣传片、志愿者标
识及歌曲，面向全球各界人士发出赛会
志愿者报名邀请函。这次活动也标志着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项目
正式拉开帷幕。

据悉，目前阶段，北京冬奥组委计划
招募 2.7万名冬奥会赛会志愿者，1.2万
名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冬残奥会赛会
志愿者主要从冬奥会赛会志愿者中进行
保留。

赛会志愿者将分布在北京、延庆、张
家口 3个赛区以及其他场所、设施等提
供服务，服务类别包括：对外联络服务、
竞赛运行服务、媒体运行与转播服务、场
馆运行服务等12类。

整个招募工作将会持续一年半时
间，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关闭招募系

统。赛会志愿者录用工作将于 2021年
9月 30日前全部完成。

北京冬奥组委已经制定赛会志愿者
通用政策、保障政策，并将为志愿者参与
冬奥提供制服、证件、保险、交通服务、医
疗服务以及权益维护等保障措施。同时
将切实引导好、培养好赛会志愿者队伍，
健全培训机制，强化实践历练，让志愿者
在激情参与、快乐奉献的过程中，收获个
人成长、提高能力素质、取得发展进步。

今年 5月 10日，在北京冬奥会倒计
时 1000天之际，北京冬奥组委发布《北

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服务
行动计划》。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共
设立5个志愿服务项目，包括：前期志愿
者项目、测试赛志愿者项目、赛会志愿者
项目、城市志愿者项目、志愿服务遗产转
化项目。

赛会志愿者主要有 6类来源，具体
包括：高校本专科生及研究生志愿者、中
学生志愿者、各省区市志愿者、港澳台志
愿者、海外华侨华人志愿者、国际志愿
者。这6类志愿者的招募方式及报名途
径基本相同。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即将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文/图）经过 3
个多月的激烈角逐，乐舞中原·第四
届河南省全民广场舞大赛——招商
银行“金葵花杯”郑州站决赛，12月 1
日晚在河南电视台 8 号演播厅落下
帷幕。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
河南社会体育事务中心承办，从 8月
14日起正式拉开帷幕，通过线上报名
及预赛视频上传、线上预赛评选、线
下决赛三个阶段决出最后的获奖
者。据了解，本次比赛信息一经公
布，就受到了郑州市广大广场舞爱好
者的支持和关注，报名十分火爆，吸
引了全市 1600余名广场舞爱好者参
与其中，经过大赛前两个阶段比拼，
最终通过专业评审评选出 21支队伍
入围本次郑州站的决赛。决赛中，各
支参赛队伍翩翩起舞，充分展现了我

市广大广场舞爱好者良好的精神风
貌和高超的舞技，诠释了广场舞的魅
力。最终，绯儿舞蹈队、旗帜曳舞团、
荷悦舞韵艺术团 3 支队伍分获前三
名，这 3支队伍也获得了参加本项赛
事年度总决赛的“门票”。俏姐妹舞
蹈团、兰花草艺术团、飞杨舞队、温馨
艺术团、永恒姐妹花、韵舞飞扬艺术
团、艺舞结缘艺术团等 7支队伍获得
优秀舞团称号。

作为河南省倾力打造的“全民
系”品牌赛事，今年已是河南省全民
广场舞大赛连续举办的第四个年
头。本项赛事旨在打造最受民众喜
爱的广场舞赛事，为全省广场舞爱好
者搭建一个切磋舞技一展风采的平
台，激发群众积极参与健身锻炼的热
情，进一步促进全省全民健身事业的
普及和发展。

全民广场舞大赛郑州站落幕

本报讯（记者 陈凯）郑州姑娘尹
笑言又一次用在世界大赛中夺冠的优
异成绩，诠释了其在世界空手道女
子-61公斤级上的霸主实力。昨日，
记者从河南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获
悉，在当地时间 12月 1日于西班牙马
德里结束的 2019世界空手道联盟K1
超级联赛（马德里站）暨 2020年东京
奥运会积分赛中，尹笑言发挥出色，勇
夺女子-61公斤级的冠军，拿下中国
队在本站比赛唯一一枚金牌的同时，
继续领跑该级别东京奥运积分榜。

世界空手道联盟K1超级联赛，是
空手道项目世界最高级别的赛事，同
时也是东京奥运会该项目的奥运积分

赛。该项赛事每年分为若干站进行，
每一站比赛每个项目级别世界排名前
50名的选手才有资格参赛。

本次世界空手道联盟 K1超级联
赛马德里站的比赛，共有来自89个国
家和地区的737名具备参赛资格的运
动员参加，中国空手道队共派出了 8
名运动员参赛。经过 3天紧张比拼，
最终尹笑言杀进女子-61 公斤级决
赛，并在决赛中战胜一名俄罗斯选手
勇夺冠军，斩获了中国队在本站比赛
的唯一一枚金牌，并收获了 990分的
东京奥运积分，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女
子-61公斤级东京奥运积分榜的榜首
位置。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
河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获悉，在
12月 1日晚于海南结束的 2019年全
国男子拳击冠军赛暨金腰带争霸赛
中，河南拳手发挥极其出色，勇夺3枚
金牌，创造了河南省拳击队建队以来
参加全国比赛的最佳战绩。

本次比赛由中国拳击协会主办，
设有10个级别，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120余名拳坛高手参赛。这些拳手除
了现役中国男子拳击队主力队员外，
还包括了 2019年度全国男子拳击锦
标赛各站各级别前三名的拳手。本
次比赛为每个级别的冠军颁发由中
国拳击协会认证的象征着至尊荣耀
的“拳王金腰带”，因此，本次比赛可
谓是“含金量”十足。经过激烈角逐，

河南省拳击队赵毅锟、张博雄和韩雪
振 3 位拳手分别夺得 60 公斤级、69
公斤级、91 公斤级的冠军。充分展
现了河南男子拳击运动员的实力和
风采。

河南拳击有着光荣而辉煌的历
史，无论是连续两届全运会夺金的赵
建设还是实现全运会三连冠的张志
磊，都堪称河南拳击的旗帜性人物。
不过随着张志磊转战职业拳坛，后备
人才出现短缺，河南拳击一度跌入低
谷，但是永不懈怠的河南拳击人并没
有就此沉沦，经过近些年的艰难“爬
坡”，队伍终于有了收获，2019年全国
男子拳击冠军赛勇夺 3金，正是对所
有河南拳击人近些年卧薪尝胆不断
努力的最好褒奖。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文/图）昨日，在冬日暖阳中，
由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办，郑
州市足球协会、郑东新区机关党委、郑东新区教文体局、
河南新发展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承办的2019郑州市
第四届“龙湖杯”足球联赛在新发展体育东运河公园足
球场拉开序幕。

本届赛事分为社会组 11人制和机关组 5人制两个
组别。社会组共有 16支队伍参赛，机关组共有 14支队
伍参赛，赛事将持续到12月 13日。

郑州业余足坛再燃激情

“龙湖杯”足球赛揭幕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由郑州市第二中学主
办的中国·郑州 2019年第二届“鸿雁杯”校园足球国际
邀请赛，在郑州市第二中学政通路校区激情打响。揭幕
战由郑州二中对阵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学校足球队，最
终郑州二中在先进一球的大好形势下被对手逆转，以
1∶3不敌对手，而郑州九中以 0∶4惨败于韩国永登浦工
业高等学校队，郑州参赛队唯一的胜利是省实验中学队
以4∶0大胜大连第四十八中队。

本次比赛的 6支参赛队分别为韩国永登浦工业高
等学校、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学校、大连市第四十八中
学以及郑州市第九中学、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市第二
中学等队伍。全部比赛将于12月 6日结束。

中国·郑州校园足球
国际邀请赛开战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记者从省校足办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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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学校足球锦标赛日前在兰考创新中学落幕，郑州七中
和郑州三十一中分获男女足冠军。

据了解，来自全省各地市男、女共 15支传统足校队
伍参加此次比赛。河南运之杰足球俱乐部总经理范运
红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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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比赛，参赛队伍切磋技艺，交流球
技，进一步促进我省传统足校的发展，圆满达到了比赛
的目的和初衷。

本报讯（记者 秦华）2019“第
六届‘中原美术’学科建设学术研
讨会”近日在郑州大学举办，来自
全国 30 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
齐聚绿城，共议“中原美术”学
科建设。

本届研讨会由郑州大学、高
等教育出版社、河南省美术家协
会、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
盟主办，郑州大学美术学院、全国
高等学校艺术教学研究中心中原
基地承办，包括特邀嘉宾专题报
告、专题性分论坛、作品展览、西
安美术学院河南校友分会成立大
会等内容。

围绕“艺术学一流学科与一
流专业的建设”这一大的主题，

与会专家对“学科基础建设与学
科架构优化”“精品课程的打造
与高等教育内涵式的发展”等多
个议题进行讨论，交流艺术专业
人才培养的新理念和途径，促进
美术与设计等各学科的沟通、交
流与多元互动，以使“中原美术”
在当代艺术文化语境中谋求更
大的发展。

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研究
生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推动和
加强院校间研究生学术沟通合作
与交流，本届研讨会还同期举办

“‘创·融’——2019年‘中原美术’
全国第四届研究生学术论坛”“郑
州大学美术学院‘双千计划’成果
展”以及“郑州大学美术学院研究

生作品展”。郑州大学美术学院
的研究生与来自清华大学、西安
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
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省内外近30所高校的研究生们交
流互动，积极探讨学术前沿问题。

经过 19年的发展建设，郑州
大学美术学院已经成为中原地区
有突出实力和广泛影响力的美术
群体，也是河南省美术教育的中
坚力量，该学院立足于中原文化，
在“中原美术”特色学科架构下，
着力于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艺术
创作实践及理论研究，“美术学”
两次入选河南省省级重点学科，

“中原美术”入选郑州大学优势特
色学科方向建设工程。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范兰馨 朱登行 文/图）以“时
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事迹为原型
改编的原创话剧《心中的长征》，
近日在黄河科技学院成功演出。

黄文秀 28岁从北京师范大
学硕士毕业，放弃大城市的工作
机会，通过考取选调生，来到广
西百色市百坭村，当上了该村第
一书记。她想扎根在此完成精
准扶贫，但这里的人们并不理解
她的选择。因此在她眼里，这场

扶贫就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
黄文秀有思想有才华，又乐观、
勇敢，敢想敢干，驻村期间，始终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装在心间，带
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为村民脱
贫致富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汗水。

原创话剧《心中的长征》讲
述了黄文秀的先进事迹，展现了
一个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芒的知
识分子形象，重点展示了黄文秀
的扶贫心路历程，以及黄文秀在
理想与现实的冲撞、在城市与县
乡的冲突、文明与保守的对峙中

内心的挣扎、不舍所体现的人性
光辉。

据了解，为了致敬黄文秀，
黄文秀的校友、黄河科技学院戏
文专业教师杨会军耗时8天连夜
创作剧本。黄河科技学院表演专
业的赵华珍带领全体 2016级表
演专业同学加紧排练，竭尽全力
去准备这场原创舞台话剧，用原
创致敬“时代楷模”黄文秀同志。

据了解，原创话剧《心中的
长征》近期还将应邀在我省举行
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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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12月1日电 中国头号斯诺克选手丁
俊晖 1日再闯一关，以 6∶2击败乔治乌后晋级英国斯诺
克锦标赛32强。

本赛季以来多次“一轮游”的丁俊晖 11月 27日顺
利通过英锦赛首轮考验。赛后他表示，期待在约克赢下
更多场比赛。12月 1日再战，丁俊晖先丢一局，但紧接
着连赢5局，实现5∶1的领先。尽管乔治乌拿下第七局，
但丁俊晖随后打出单杆 100分的当日个人最高单杆得
分，以6∶2挺进第三轮。

32岁的丁俊晖已经两年多没有赢得任何排名赛冠
军，曾世界第一的他目前排名滑落到第 16。不过，他第
三轮的对手卡特“羡慕”地说：“丁是国家英雄，他在财务
方面没有我们这样压力。当爸爸后，他可能会更多享受
一些球台外时光，成绩下降也很自然。”

同日，世界第一特鲁姆普 6∶1轻松战胜中国选手梅
希文。前一日，世界第二、卫冕冠军奥沙利文在 6∶0击
败中国选手田鹏飞后已确定32强资格。

另外，中国选手李行与中国香港名将傅家俊将争夺
一个16强席位。颜丙涛、梁文博、赵心童等中国球员也
都晋级第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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