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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疫情期间少出门，
在线轻松“游”古村。昨日，中国传统村落数
字博物馆 2019年度（第二批）211个村落单
馆统一上线，河南省35个村落完成数字化，
作为第二批村落单馆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
字博物馆。其中，包括郑州市登封市少林街
道玄天庙村杨家门村。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村落单馆数

量共计 376个，分布在 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进入数字博物馆首页即可按地区查
找村落，足不出户遍览中国传统村落的田园
风情。截至目前，河南省入馆数量37个，在
全国入馆数量中排名第四位，走在数字化遗
产保护的前列。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已成为目
前我国研究传统村落资料最丰富、数据最

权威的国家级在线数据库，是百科式、全
景式传统村落展示的数字化平台，也是传
统村落学术资源的交流平台。2017 年，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设工作正式
启动。2018 年 4 月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
物馆开通上线，数字博物馆分总展馆、村
落单馆及全景漫游手机客户端，村落单馆
以全景漫游、三维实景、图片、文字、视频、

音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中国传统村
落的独特价值、丰富内涵和文化魅力，第
一批共有 165 个村落单馆上线，全部为精
品馆标准。2019 年度第二批单馆增加了
标准馆类型，与精品馆的区别在于数据资
料仅以图文和音视频形式进行展示，村落
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建馆标准，后期也可
从标准馆升级到精品馆。

我省多个古村入驻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记
者从河南省美术家协会获悉，“众
志成城、抗击疫情——河南省美
术家协会在行动”美术作品征集、
宣传活动近日收官。此次活动共
收到稿件 1900 余件，报道 32期，
共展示作品653件，网络平台传播
点击量累积52万余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省美
协立刻行动，成立了由河南省文
联副主席、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主
席刘杰为负责人的“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河南省美术家协

会在行动”美术作品征集、宣传
活动组。2 月 1 日，省美协向全
省美术工作者发出“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美术家在行动”征
稿通知，动员全省美术工作者创
作美术作品，宣传防护知识，致
敬一线英雄。

活动得到了全省美术家的
积极响应，在征稿活动发出的第
二天，河南省美协就收到了来自
全省各地的美术作者投稿作品，
至活动结束，共收到各类画种投
稿 作 品 1900 余 件 。 2 月 4 日 ，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河南
省美术家协会在行动”活动首期
刊发，此后每日一期，采取“边
征稿、边发布”的形式，分为国
画、油画、版画、雕塑、粉彩、宣
传画、漫画等篇章，累计向社会
推 荐 河 南 省 美 术 界 抗 疫 作 品
653 件。

据悉，省美协将把所刊发作
品推荐至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
的抗击疫情征稿活动中，持续增
加河南省美术工作者作品传播
影响力。

抗疫主题美术征集宣传活动收官

本报讯（记者 秦华）为大力弘
扬黄河文化，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
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由中国收藏
家协会等单位主办，中国文化研究
会金石专委会、河南金石艺术馆等
协办的“黄河故事——全国金石传
拓作品邀请展”计划于 7月开展，即
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拓本。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
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深
层的文化基因，影响和决定着中华
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取向和审美

取向，是我们彰显文化自信的坚实
底气和重要基石。而画像石等古代
石刻等雕刻品，承载着源远流长的
黄河历史，蕴含着华夏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既“昭盛德”，又“传既往”，
是历史的载体和文化的证据。

凡各文化团体、文物单位、传
拓爱好者、收藏家均可推荐作品
参展，参展作品数量不限。此次
应征作品要求参展作品必须是历
代石刻、砖雕或木刻拓本，杜绝复
制、伪造、臆造品拓本；必须以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黄

河历史，弘扬黄河文明，传承黄河
文化为主题；必须使用宣纸拓制，
以软片为主。参展作品拓种、技
法、尺寸不限。

此 次 征 稿 于 5 月 30 日 截 止 。
组委会将组织业内权威专家对拟参
展作品进行审核、评选，入选作品由
展览组委会统一装裱、装潢、研究、
注释。

展览拟定于 7 月上旬开始，至
2022年底结束，计划在北京、郑州、
西安、太原、济南、长沙、广州、深圳
等地进行巡回展览 50场。

金石艺术讲述黄河故事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2020“中国体育彩票”河南省“我
的健身战‘疫’”抖音挑战赛在线开赛。只要你足够有才，玩出居
家健身的有趣生活，都可以上传健身视频在线参赛。本次比赛
将于本月29日结束。

本次河南省“我的健身战‘疫’”抖音挑战赛，由河南省社会
体育事务中心、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活动主题为“我
的健身战‘疫’”，参赛人数、性别、年龄不限，只要是居家健身积
极向上、趣味性强的任何格式视频都可上传抖音官方平台，添加
话题#我的健身战“疫”均可报名参赛，参赛视频时长不限。赛
事主办方将根据参赛视频最终点击量评选出优胜者，前30名将
获得精美奖品和获奖证书，主办方评委会最终在前30名中选出
最佳创意奖，给予冠军价值2800元的奖品和获奖证书。2~5名
可获得价值 800元的奖品和获奖证书；6~15名可获得价值 300
元的奖品和获奖证书；16~30名可获得价值 150元的奖品和获
奖证书。

本次河南省“我的健身战‘疫’”抖音挑战赛，是河南省线
上社会体育系列赛事活动之一，旨在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
印发的《关于大力推广居家科学健身方法的通知》文件以及全
国体育系统视频会议精神，探索创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形式，
丰富线上活动平台和内容，发挥体育在社会发展大局中的积
极作用，丰富广大群众居家防护期间的文体生活，引领居家科
学健身。

我的健身战“疫”
抖音挑战赛昨开赛

新华社伦敦3月15日电（记
者 张薇）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15日
决出全部 5 个单项的金牌，陈雨
菲、杜玥／李茵晖分别在女单和
女双决赛中失利，中国队最终以
两枚银牌结束本次伯明翰之旅，
自 1996 年以来全英无金还是头
一遭。

打到四强，中国队已经只剩
陈雨菲、杜玥／李茵晖还留在赛
场上。奥运冠军谌龙和石宇奇
止步男单八强；女双头号种子陈
清晨／贾一凡四分之一决赛败
给日本选手松友美佐纪／高桥
礼华；混双头号种子郑思维／黄
雅琼则被一对荷兰选手拦在八
强大门外。

15 日，卫冕冠军陈雨菲在女
单决赛中遭遇中国台北名将戴资
颖，后者正是去年决赛中陈雨菲的
手下败将。然而，戴资颖当日发挥
更胜一筹，在以 21∶19 拿下首局
后，又以21∶15再下一城。

论世界排名，两人位居世界前
二，陈雨菲稍稍领先。论交手记
录，戴资颖明显占据上风。本次决
赛前的战绩是 14胜 3负。戴资颖
赛后说：“我和对手非常熟悉，我们
交手过太多次，而我今天表现得真
的很好。”她表示，陈雨菲技术非常
好，而且并不会犯太多错误，但自

己今天给对手造成了很大压力。
女双决赛中，杜玥／李茵晖以

13∶21和 15∶21不敌日本的3号种
子福岛由纪／广田彩花。中国组
合赛后表示，日本对手经验丰富，
打法全面，而且战术变化非常多。
而她们还比较缺乏决赛经验。

此外，丹麦名将安赛龙以21∶13、
21∶14轻取中国台北的头号种子
周天成，首夺全英赛男单桂冠。
日本组合远藤大由／渡边勇大在

男双决赛中 2∶1击败印尼的头号
种子吉迪恩／苏卡穆约。印尼选
手乔丹／奥克塔维亚尼 2∶1战胜
泰国的德差蓬／沙西丽，收获混
双金牌。

全英赛的落幕宣告了世界羽
联下属赛事暂告一段落。世界羽
联 14日宣布，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进一步扩散，将暂停举行 3 月 16
日至 4月 12日之间的世界巡回赛
等赛事。

全英羽毛球赛：中国队两银收官

杜玥（左一）／李茵晖（左二）与冠军组合福岛由纪（右二）／
广田彩花（右一）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3月15日，佩戴口罩的格雷米奥队球员在比赛前出
场。当日，在巴西州联赛格雷米奥对阵圣路易斯的闭门
赛中，格雷米奥队球员戴口罩参加赛前开场仪式。巴西
足协15日决定，从16日起巴西国内所有全国性足球比
赛将无限期暂停。巴西足协主席罗杰里奥·卡波克洛
说：“我们的做法是在足球界承担起防止新冠病毒在巴
西扩散的责任。”巴西足协同时表示将与卫生部保持密
切联系，希望国家能够尽快战胜这一挑战，体育比赛能
够尽早恢复正常。 新华社发

随着国内抗击疫情局面的好转，中超联赛何时能够拉开新
赛季序幕？对于这个问题，中国足协近日已进行多次沟通，并为
此设计出多套赛程安排预案并与各个俱乐部进行沟通，其中最
有希望就是5月份中超联赛全面开战。

截止到目前，中国足协在设计联赛赛程问题上仍坚持“不跨
年、不占国际比赛日”原则。

在中国足协制定的几套预案中，新赛季中超联赛在 5月上
旬开幕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除此之外，足协也有空场比赛的“备
胎”计划。

五大联赛纷纷停摆，恢复时间尚未确定，这可能会让一些强
援将目光转投中超。虽然中超与五大联赛的恢复时间均未确定，
不过从疫情发展状况来看，中超很有可能在五大联赛之前开打。

受疫情与中超延期的影响，今年冬窗较往年冷清了许多，且
中超的多名外援为保持状态，增加被国家队征召踢欧洲杯等比
赛的机会，纷纷选择前往欧洲踢球。不过现在，情况很有可能得
到反转。目前中国足协已经向国际足联申请在赛季开始前开设
为期一周的短期国际转会窗口，届时，中超球队将有机会签到更
具性价比的外援。不少新加盟中超的外援都认为，现在的中国
要比欧洲安全很多。

目前国内肺炎疫情基本得到了遏制，新赛季中超联赛何时
开幕引发人们关注。中国足协相关人士认为，联赛开始首先要
经过相关部门批准，除此外，全国范围内何时开始全面复工复
课，也就离中超开幕不远了。

据了解，中国足协在设计中超联赛日程安排预案过程中，始终
坚持着“比赛不跨年、不占用国际比赛日”等原则。目前随着疫情
的好转，中国足协感觉5月份全面开战的时机更为成熟，因此大环
境能够向更好状态进展，中超5月份开战应该是指日可待。

坚持不跨年、不占国际比赛日

中超有望5月开赛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日前，中国女足结束长达一
个多月的澳洲之行短暂休
整。球员接下来各自回家休
整，预计于3月底再次集结。

中国女足此前在悉尼
进行的奥运会预选赛第一
阶段比赛中，以两胜一平的
成 绩 获 得 晋 级 复 赛 的 资
格。之后她们一直在当地
训练，等待第二阶段与韩国

队的两回合交锋。不过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韩国显
然短期内无法举办中韩女
足比赛。

随着附加赛延期至 6
月进行的消息放出，中国女
足 终 于 确 定 了 回 国 的 日
程。接下来，球员将各自回
家休整，教练组也将给球员
制定居家训练计划以保持
身体状态。

中国女足月底重新集结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记者 姚友明 姬烨 王集旻）16日，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体育界的影响持续发酵：多名西甲联赛
球员及俱乐部工作人员确认感染新冠肺炎，巴西和美国等国
家和地区又发布或更新了一些体育赛事的停摆消息。另外，
国际奥委会将在 17日和 18日分别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
运动员委员会进行电话会议，讨论疫情应对方案。

西甲球队巴伦西亚发布公告称，球队在一队球员和教练
中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其中有五人确认感染。目前，五名感
染者都状况良好，并且已处于隔离之中。除工作人员外，巴伦
西亚阵中的三名后卫队员加雷、加亚和曼加拉都通过个人社
交媒体宣布了自己成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消息。

在“足球王国”巴西，16日起国内的所有全国性足球比赛
都将按照巴西足协要求，被无限期暂停。这些停摆的比赛包
括巴西杯赛、女足联赛、U17 联赛和 U20 巴西杯赛。不过，巴
西各州的比赛是否暂停将由各州足协决定。

美职篮于当地时间 11日宣告停摆，原本的停摆期预计在
30天左右。不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5日在其官方网
站上称，建议未来 8周取消或推迟 50人以上集会活动，这或许
意味着美职篮等体育赛事将面临更长的停摆期。如果该建议
被采纳，各大体育联盟必须进一步调整赛程。

16日，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向新华社记者表
示，国际奥委会将在 17日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进行电话会
议，会议将向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地区）奥委会和运动
员通报疫情最新进展。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将围绕关心的
问题提问。据悉，受疫情影响纷纷推迟或取消的多项奥运资
格赛将成为 17日会议的一大主题。而在 18日国际奥委会与
运动员委员会进行的全球网络电话会上，参会各方也将专注
讨论疫情及其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下进行的为数不多的国际比
赛——全英羽毛球赛在英国当地时间 15日晚落下帷幕，陈雨
菲、杜玥／李茵晖在女单和女双决赛中均连败两局，分别输给
了中国台北名将戴资颖和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广田彩花，为中
国羽毛球队摘得两枚银牌。全英赛的落幕，意味着世界羽联旗
下赛事暂告一段落。世界羽联14日宣布，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进
一步扩散，将暂停举行3月 16日至 4月 12日之间的世界巡回赛
等赛事。

另外，鉴于中东地区疫情发展形势，正在阿联酋迪拜训练
的中国男足国家队决定提前结束训练。为确保球员安全，全
队将乘包机回国。不过，由于无法确定国内落地城市，国足归
期目前仍然没有确定。中国足协方面表示，他们正在紧急协
调此事。

国际奥委会将
研究疫情应对

新华社东京3月16日电（记者 王子江）东京奥组委16日宣
布，原定于4月 21日至26日在东京有明体育馆举行的奥运会排
球测试赛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取消。

奥组委发给记者的声明中透露：“我们接到了日本排协的通
知，因为担心新冠肺炎疫情，这项名为东京挑战杯的测试赛已经
取消。”

声明还说，奥组委将在原定的日期内进行场地测试，并与国
际奥委会、国际排联以及相关机构协商后决定测试的内容。

“我们将继续与相关组织密切合作，准备举办一届安全的
2020年东京奥运会。”声明最后说。

受疫情的影响，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多项测试赛已经取
消或者闭门举行，包括原定于本月举行的攀岩、硬地滚球、轮椅
橄榄球和攀岩比赛等。

作为奥运会排球场馆的有明体育馆 2月 2日举行了启用典
礼，这次测试赛本来是体育馆里举行的第一项正式比赛，中国女
排原计划将在这次测试赛中与泰国、中国台北和日本队交锋。

东京奥运排球测试赛取消

3月16日，在湖南长沙家中，8岁的卢澍
收到了来自阿根廷足协中国办公室的一份
大礼包，里面包括一件梅西的球衣。三八妇
女节当日，卢澍的母亲吴宇——中南大学湘
雅医学院第三批支援湖北抗击疫情医疗队
队员，在一条视频中许下心愿，希望儿子的
偶像梅西能送他一件球衣。当晚，阿根廷国
家足球队官方微博关注和转发了吴宇许愿
的视频，并在微博推文中写道：“护士妈妈您
好，我们是阿根廷足协中国办公室，听到你
的愿望，我们给你送上一件阿根廷国家队的
十号梅西球衣，希望您的儿子穿上偶像战袍
之后，未来人生更加勇敢！拥有美好前程！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想办法跟您取得联系！”

收到球衣后，卢澍与仍在武汉的母亲视
频通话为她加油：“妈妈，希望你能早日平安
回来！”图为3月16日，卢澍在家中颠球。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