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王宝山执教建业的第
三个年头，在这位本土主帅的调教
下，球队上赛季排名中超联赛第
八，并刷新队史单赛季进球最高纪
录。4月份，包括主帅王宝山，外援
卡兰加以及球员外力、张文涛，建
业有 4人过生日。为此，建业决定
为这几名将士一同庆祝生日。现
场，王宝山和球员们一同点燃生日
蜡烛，并许下愿望，还有球迷代表
专门设计了一件纪念 T 恤送给王
宝山作为生日礼物。而王宝山也
给在场的每个人送上蛋糕和感谢。

建业·J18项目作为新型城市
生活综合体，是建业集团的重点
项目，建业这次组织的生日会系
列活动，第一站就选择在这里。王
宝山坦言这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
过生日。

受疫情影响，今年中超联赛延
期，没有比赛的日子，对于球员而

言确实是一种煎熬。但对于建业
来说，王宝山认为，漫长的间歇期
也让建业有了苦练内功的机会。

“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可谓打了所
有人一个措手不及，我们正好可以
借助这段时间苦练内功，所谓的笨
鸟先飞吧，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训
练，逐步缩小和恒大、上港、鲁能、
国安等强队之间的差距。”

谈到球队目前的状态，王宝山
颇感欣慰地说：“建业应该是中超
球队中练得最苦，状态最好的，我
们甚至在疫情期间没有任何假
期。以目前的球队状态来看，即使
中超下周开赛，建业队也能以最好
的状态去应对。”当现场球迷问及
今年的目标时，王宝山直言：“今年
一定会比去年成绩更好。”信心十
足的回答让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新赛季的开赛时间还未敲定，但建
业球迷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早日看

到中原子弟兵的精彩表现了。
不管如何，对于新赛季联赛，

建业显然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唯一
需要考虑的是外援巴索戈何时归
队的问题。不过教练组一直和这
位锋线杀手保持密切联系，并且给
他布置了“作业”，让他尽可能保持
一个好的训练状态。巴索戈和建
业的合同到 2020 年底到期。从
2017 年登陆中超，一直是建业队
内不可缺少的球员之一，今年将是
巴索戈征战中超的第四个赛季。
虽然 2019赛季巴索戈的表现有些
不稳定，但是依旧贡献了 8个进球
和 7次助攻。效力建业期间，巴索
戈共为球队打进 24 个联赛进球，
是球队防守反击中的重要利器。
由于喀麦隆现在也处于封城状态，
短时间内难以动身，巴索戈何时能
够顺利归队，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文/图

建业队主帅王宝山：

笨鸟先飞，今年定会焕然一新

17日晚上，结束了一天内容丰
富的训练，心态不错的河南建业男
足主帅王宝山携队员卡兰加、外
力、张文涛来到建业·J18项目，在
媒体和球迷代表的陪伴下，他们度
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对于尚未
开打的新赛季，王宝山郑重许下了
自己的心愿：建业队一定不辜负河
南球迷的期待，我们要笨鸟先飞，
今年定会焕然一新，期待成绩会比
去年好。

◀王宝山（左）与队员一起在生日会上许愿

近日，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发起倡
议，联合国内知名作家及文化人士，
将在未来三个月以线上、线下多种形
式，与那些备受读者喜爱的实体书店
联手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希望帮助
书店聚人气、渡难关，同时引领疫情
中习于独守的人们回归阅读生活。
倡议一经发起，全国文艺界名流纷纷
响应，为因疫情而举步维艰的实体书
店带来浓浓的暖意，也将大众的目
光，再度聚焦到实体书店上。

战“疫”取得阶段性成果，已是春
来夏至。而疫情导致的营业暂缓、客
流限制，令诸多行业仍在寻路自救，
走出严寒。其实，不仅仅是餐饮业、
旅游业这些“可想而知”的行业处在
生死边缘，还有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
的行业，也在这次疫情冲击下受到重
创，甚至可能就此大量消失。实体书
店正是这样的典型。

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各民营、国
营连锁书店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
降 85%～95%，有些书店甚至资金
流断裂，不得已关门裁员。据中宣部
印刷发行局调研组的统计，参与抽样
调查的 1021 家实体书店中，有 926
家暂停营业，占比达90.7%。停业期
间，许多中小型书店尤其是民营书
店，高额的店面租金、管理费用和员
工薪酬让停业期间的书店不堪重负，
同时又产生了图书积压、物流不畅、
库房封库、货款赊欠等一系列问题。

记者了解到，书店不得不闭门谢
客的那段时间里，全国各地的实体书
店发出了集体“呼救”，知名的单向街
书店、先锋书店等先后发起众筹求
助，而同样受到严重冲击的郑州书店
却更多的是“自力更生”，包括兆熹书
店、我在书店、松社书店等，积极开展
线上业务，通过摆摊卖杂志、预约购
书、线上读书会等，展开了花样自
救。甚至那些日常沉默的店员，也纷
纷做起了主播，在一些短视频媒体平
台上推荐自家的图书。

然而，起步较晚的线上业务所带
来的收益，对于线下的巨大压力来说
只是杯水车薪。当下，即使全国不少

书店恢复营业，但短期内的收入也不
尽如人意。河南省新华书店、郑州大
摩纸的时代书店、松社书店等多家书
店工作人员都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
示：“销售很惨淡。”更让人啼笑皆非的
是，16日，位于北京的单向街图书馆正
在进行长达12天的直播，书店客人寥
寥，前来买咖啡的演员姚晨误入镜头，
并大方与大家打招呼，原本心情激动
的书店工作人员以为“终于要收到第
一份打赏大礼了”，无奈手机屏上仍
是一片寂静，可见直播效果并不理
想。连姚晨都在微博上感慨“客人实
在太少太少，基本只能一直拍门口的
歪脖子树和满屋子安静的书……”

此次倡议，为还身处寒冬的实体
书店带来了些许暖意。倡议一经发
起，作家毕淑敏、周大新、熊召政、刘
恒、刘震云、郑渊洁、张炜、池莉、严歌
苓、张翎、尹建莉、六六、笛安、唐家三
少，学者阎崇年、周国平、单霁翔、马
未都、李玫瑾、蒙曼，媒体人敬一丹、
倪萍、马东、高晓松、康震、康辉、朱
迅、董卿、王芳、王凯（凯叔）、尼格买
提，漫画家林帝浣，演员马德华、刘晓
庆、六小龄童、蒋雯丽、关晓彤等，都
愿为此尽一己之力。而这张名单还
将继续加长……

社会各界的帮助和关注珍贵而温
暖，书店自我的“内在成长”更是决定
其生存状况的根本因素。此次疫情的
冲击，也让郑州的书店经营者有了新
的思考。兆熹书店负责人闫娟说，未
来经营方式要由单一线下升级为多样
化经营，文化活动也要扩展线上渠道，
让线上线下更多的文化活动吸引读
者。我在书店联合创始人焦姣表示，
今后会探索线上活动，利用本地名师
和专家、资深会员等资源，探索线上约
课以及线下在书店开展的课程。

实体书店作为爱书人的精神堡
垒，为读者提供的阅读和互动空间，
这里留存的不仅是一脉书香,更是一
代人和这座城市连在一起的遥远的
记忆。希望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实
体书店能早日恢复往日的生机。因
为我们不仅需要“线上”的效率，也需
要“线下”的温度。

为了人为了人与书的久别重逢与书的久别重逢
本报记者 秦华 文 李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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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记者从市政
协召开的“黄河故事——全国金石传拓
作品邀请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即日起
至 7月 30日，黄河故事——全国金石传
拓作品邀请展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作品。

“黄河故事——全国金石传拓作品
邀请展”由中国收藏家协会及政协郑州
市委员会主办，黄河水利委员会新闻宣
传出版中心、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文
物局、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郑州市
残疾人联合会等协办，河南金石艺术馆
及郑州市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等承办。

金石传拓，是人们对流传至今的古

代镌刻在金属或石头上的文字、图形进
行拓制和研究的古老艺术，是我国一种
重要的文化传统。此次展览内容包括五
大类：反映黄河演变的各类神话传说、历
史故事、天文地理画像石、碑刻拓本；黄
河沿岸历代名人建筑、石窟寺庙等碑刻、
造像、岩画拓本；记载历代开发黄河、治
理黄河及黄河河患的碑刻拓本；反映黄
河沿岸人民生产、生活、人文、风俗的碑
刻拓本；其他各类与黄河有直接和间接
关系的碑刻拓本。

即日起至 7月 30日，组委会面向社
会公开征集作品。根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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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种、
技法、尺寸不限；需注明作品名称、原作
出处及拓本作者或收藏者姓名、地址、电
话,并附 300 字以内简要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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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便于邮寄、装帧,参展作品必须使用
宣纸拓制,以软片为主。投寄地址为郑
州市二七路 76号郑州市政协 5018房间

“黄河故事——全国金石传拓作品邀请

展”组织委员会，联系电话13838311104。
按照活动安排,组委会将组织业内

权威专家对拟参展作品进行审核、评
选。作品一经入选,将颁发“黄河故事
——全国金石传拓作品邀请展”入选荣
誉证书,参展作品和简介将收入《“黄河
故事——全国金石传拓作品邀请展”作
品集》,入选作品还将由组委会统一装
裱、装潢、研究、注释。2020年 9月上旬
开始至 2024 年底,在河南、青海、四川、
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山东、安
徽、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及北京、天津、
上海、深圳等省市进行巡回展览100场。

用金石传拓讲述“黄河故事”
“全国金石传拓作品邀请展”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作品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两天在
线比拼，“世界加油、棋力抗疫”国际
棋联候选人赛国家青少年网络对抗
赛昨日落下帷幕。来自中国的 5名
青少年棋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
年国象高手在线对决，一较高下，充
分展现我国青少年国象选手的风采。

本次比赛由世界国际象棋联合
会、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和河南省体
育局联合主办，河南省社会体育事
务中心承办，郑州白果树国际象棋
俱乐部具体执行，比赛在世界知名
的国际象棋专业网络平台 chess.
com上进行。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
肆虐的情况下，为满足广大国际象

棋爱好者的观赛需求，中国国际象
棋协会与国际棋联合作推出本次

“国际棋联候选人青春版网络赛”：
“世界加油、棋力抗疫”国际棋联候
选人赛国家青少年国际象棋网络对
抗赛，本次比赛是国际象棋首个高
水平的国际网络赛事，同时也是我
省首次举办国际棋联青少年国际象
棋网络对抗赛。值得一提的是，国
际象棋爱好者通过中国休闲体育台
进行直播观看比赛，中国前女子世
界冠军侯逸凡和国际特级大师彭肇
勤对比赛情况进行实时解析讲棋，
让国象爱好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比赛
战况。

据了解，本次国际棋联候选人

赛国家青少年网络对抗赛的参赛棋
手，为参加 2020年国际棋联国际象
棋世界冠军候选人赛的 8名棋手所
代表的国家，即中国、俄罗斯、美国、
法国、荷兰的青少年选手。这5个国
家每个国家选派 5名 16岁以下的优
秀青少年棋手，包括3名男子棋手和
2名女子棋手组建队伍。同时，国际
棋联还组建了 1支由棋联会员国家
和地区遴选出的 5名高水平的青少
年棋手组成的“国际棋联队”参赛。
国际棋联和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
管理中心将本次比赛的承办权放在
河南，不仅是对中国国际象棋发展的
认可，也是对河南郑州国际象棋的发
展及举办国际赛事能力的认可。

国际棋联候选人赛国家青少年网络对抗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秦华）时值四月，
泡桐花开。近日，电影《我的父亲焦
裕禄》剧组来到兰考进行了为期3天
的电影外景拍摄。

4月中旬，在焦裕禄干部学院对
面的泡桐树林，淡紫色桐花齐放，趁
着每年一次的花期，剧组来到焦桐树
下，拍摄桐花最美的瞬间，用镜头记

录春日里充满活力的新兰考。
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根据焦

裕禄二女儿焦守云口述回忆录创作，
由高满堂、李唯担任编剧，杨亚洲执
导。该片将从全新的角度、运用整理的
新史料，更加真实全面展现焦裕禄对
党、群众、家人、战友、同事和朋友的深
情，展现他短暂却又不平凡的一生。

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兰考取景

本报讯（记者 成燕）为打赢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战役，充分彰显文艺工
作者的担当与使命，积极发挥社会联
防联控宣传作用，近日，省工艺美术学
会、郑州文化馆、省根雕艺术协会组织
众多艺术家积极创作，并推出“众志
成城 抗击疫情”网络艺术作品展。

此次活动得到省内多位艺术家的
大力支持，大家用画笔、刻刀、剪刀等
工具，以木雕、剪纸、泥塑、沙画、书法、
油画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防控一线

的英雄模范典型事迹和形象，展示出
中国人民英勇战“疫”的英雄气概。

据统计，3个多月来，该活动共收
到创作作品 520 余件，评选出 60多
件优秀作品在网上发布。钟南山、李
兰娟、最美逆行者、加油武汉、火神山
医院、快递小哥、社区工作人员……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一批批群众
深有共鸣的优秀作品，发出讴歌新时
代最可敬的人的时代强音，受到网友
们赞赏，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共鸣。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随着国内疫情形势的好
转，新赛季中超联赛何时开赛被再次提上议程。
昨日，中国足协对外界透露了联赛启动的两个原
则，除了不会空场比赛之外，必须确保所有各赛
区、各俱乐部同步开赛。

按照目前国内疫情防控的情况，中超联赛开
赛已经曙光在前，而目前各省市中小学确定开学
的时间为国内足球职业联赛尽快开赛打了一针强
心剂，为此，中国足协日前制订了国内联赛 6月或
7月开赛的预案，为各级联赛重启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中国足协表示，为保护好国内来之不易的抗
疫局面，做好各级联赛赛事相关筹备工作，特下发
《职业足球俱乐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手册》，要求
俱乐部做好防疫工作，认真学习相关内容，并按照
附件要求采取相应措施保障俱乐部球员、教练员
及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据了解，中国足协要求各职业俱乐部在赛季
开始前应至少完成两次核酸检测。第一次检测需
在通知下发后一周内完成，特别是最近刚回国的
队伍要尽快完成；第二次为联赛赛程正式宣布后，
在联赛开始一周前完成。中国足协同时要求各俱
乐部及时将每次核酸检测结果报中国足球协会备
案。此外，还根据体育总局、国家卫健委等单位的
要求明确了各俱乐部的具体措施，共有13条内容。

目前，中超多名外教和外援没有回归，如果外
籍人员限制入境的临时性政策仍没有调整，他们
就始终无法回归。对于这些目前因为入境政策限
制还在国外的外教外援，足协方面目前正在向有
关俱乐部收集相关信息。

中超如启动须遵循两原则

不会空场进行
确保同步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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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
前落幕“全民战‘疫’·居家健身”2020
年全国柔力球网络视频大赛上，河南
柔力球爱好者与来自全国 28 个省
（市）的柔力球爱好者进行“云比赛”，
在线切磋一展风采，充分展现柔力球
项目在我国广泛开展取得的丰硕成
果，进一步助力全民健身“线上”发展。

本次全国柔力球网络视频大赛，
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
办、全国柔力球运动推广委员会等运
营，旨在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总局办公

厅关于大力推广居家科学健身方法的
号召，倡导全民健身，抗击疫情。大赛
通过线上报名、线下录制参赛视频、在
线展播、宣传达人等形式展开，历时19
天，吸引了近千名柔力球爱好者参与
其中。令人欣喜的是，自大赛启动以
来，近 109万的视频浏览量，辐射面
广，影响范围大。本次大赛为了扩大
影响力，还特别推出了“宣传达人”活
动，共有多达70多万的点击量，参与
度高、传播范围广，充分体现了广大柔
力球爱好者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的社
会意识和责任担当。

河南柔力球爱好者与全国球友“云比赛”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中国足球队官方微博近
日报道，中国女足三大主力王霜、吕悦云、姚伟已
结束隔离观察重新归队合练，这样女足将以最强
的阵容备战奥运会预选赛。

为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附加
赛，中国女足于 4 月 2 日开始在苏州进行集中训
练。王霜、吕悦云和姚伟3名武汉籍球员在离汉通
道解禁后，于 4月 8日到达苏州，开始隔离观察并
接受了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核酸和血清检测，3名球
员两项结果均呈阴性，16日，3人隔离观察期结束，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在当天与球队进行了两次合
练，以慢跑、传接球等恢复性训练为主。

对于王霜等3名武汉球员来说，前面的两个多
月时间里虽然也在按照教练组制订的计划做一些
居家基础训练，但由于条件有限，训练很不系统，
本期集训相当于是为3人量身定制，帮助她们尽快
把落下的体能课补上。全队合练的当天，王霜开
心地在微博上写道：“守得云开见月明，复工了！”

王霜等3人的归队，中前场枢纽和后腰位置将
得到明显补强，这将直接激活中国女足第二套战
术体系，为附加赛战胜韩国女足增添了重量级砝
码。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表示，隔离期间，3名
球员心态稳定，积极在酒店房间内进行各种恢复
训练。贾秀全认为，特殊时期，女足队员们发挥了
团结一心的凝聚力和顽强拼搏的战斗精神，相信
大家将同心协力、共克时艰，为中国女足做出更大
的贡献。

不 久
前结束的

国家飞碟射击队冬训考核赛中，今年 34
岁的杜宇表现稳定，获得了男子多向的
亚军，展现出了这杆“老枪”良好的竞技
状态，冬训效果显著。

杜宇告诉记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
在全球蔓延，东京奥运会已确定延期一
年举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射击队、

中国飞碟射击队、中
国射箭队始终将思想教育放
在重要位置，以多种形式的
主题教育活动向英雄学习、
向祖国致敬。运动员们纷纷

表示，要以战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英雄
为榜样，正确认识东京奥运会延期带来
的挑战和机遇，扎实做好备战工作，在奥
运赛场上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人
生添彩。

据了解，目前中国步手枪射击队、飞
碟射击队和射箭队正分别在北京、福建
莆田、四川攀枝花进行封闭训练。各支
队伍的队员们在做好训练的同时，也通
过新闻时刻关注着国内和全球抗疫斗争

的进展。目前国内抗疫斗争已
经取得阶段性胜利，从中大家也深刻地
感受到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感受到
强大的祖国是他们坚强的后盾。杜宇介
绍说，封闭集训期间，飞碟队都组织了多
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他颇有感触地
说：“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些
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听从
召唤赶赴武汉，舍小家顾大家，告别家
人，奔赴前线，把青春、汗水、智慧、技能
甚至热血和生命，献给了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

另据了解，国家步手枪队、飞碟队、
射箭队根据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举行这
一变化，主动应对树立新的备战目标，正
确对待奥运会延期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很多老队员克服了年龄、伤病、家庭等各

方面的困难，积极应对变化，制定新的目
标，在强化基础体能和技术攻坚训练中
迎难而上，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向英雄学
习、向祖国致敬的誓言。

2012年伦敦奥运会，杜宇首度亮相
奥运赛场；2016 年里约奥运会，他遗憾
地无缘参赛。尽管已经是一位 30多岁
的老将了，但是这杆“老枪”依旧在为重
登奥运赛场而努力。国家飞碟队在东京
奥运资格赛中拿到女子多向、女子双向
各两个席位和男子多向一个席位，男子
多向正是杜宇的项目。“东京奥运会延期
了，国家队奥运会选拔还会进行调整。
不管怎样调整，我要做的就是坚持做好
每一天的训练。”杜宇满怀信心地说，“一
年的时间不管在身体还是心理上都需要
付出更多的精力去调整，同时一年的时
间也能让我有更充足的时间来提高体
能，以更好的状态去备战。虽然我的年
龄不小了，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坏事，这更
是我的财富，让我积累了丰富的把控比
赛经验。这一年我还可以静下心来，有
更充分的时间去攻克技术难点，去强化
基础体能训练，争取能在明年站在东京
奥运会的赛场上。”

本报记者 陈凯 通讯员 路明 文/图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网络艺术作品展举行

东京奥运会延期

河南“老枪”杜宇
直言挑战与机遇并存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于
我们这些老将来说，既是挑战又

机遇，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正在福建
莆田随国家飞碟射击队进行集训的河南健

儿杜宇，昨日通过电话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

三将回归“玫瑰”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