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骑10分钟电动车就到这里了。航海健
身园这里环境优美，非常适合进行体育锻炼，我
以前就经常来。听说这里已经恢复开园了，我
迫不及待地就赶来了，跟姐妹们一起跳跳舞！”
昨日清晨，淅淅沥沥的雨水洗退了绿城郑州近
段时间的酷热，也使得位于郑上路西流湖岸边
的河南省航海健身园变得更加青翠整洁。刚刚
跳完一曲广场舞的王慧章开心地对记者说。近
日刚刚恢复开放的河南省航海健身园，正在恢
复往日的热闹。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持续向好，人们对于户
外健身需求持续升温，体育场馆的开放成为必
然。河南省体育事务中心主任袁军告诉记者，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面对广大
群众蓬勃高涨的健身热情，河南省航海健身园

“三基地一中心”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已全面向
群众开放。“园区每天 7点至 19点开放 12个小
时，周边群众每天都会提早来到园区。健身的
同时，更要把科学、把健康放在首位，在开放之
前，我们已经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按照防疫要
求对所有设施进行了消杀。来此健身的人们在
附近健身站点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带领指导下
开展广场舞、健步走、柔力球等健身活动。”袁军
如是说。

与王慧章一样拥有喜悦心情的还有健步走
爱好者董欧雨，家住商城遗址公园附近的他，也
专门赶到航海健身园感受这里涌动的激情“健
身潮”。“今天下雨了，我们来的人不是很多，不
过大家对这里优美的环境一致点赞。特别是这
里平整而又有适度坡度的路径，非常适合我们
这些健步走爱好者进行运动。”董欧雨喜悦的神
情流露出对于户外健身场所的渴望，“我们非常
需要户外健身场所进行运动。说实话，疫情期
间可把我们憋坏了。我们以后会经常来这里健
身活动。”

河南省航海健身园于 2011年被国家体育
总局授予全国首个“国家全民健身活动基地”，
同时还是“全国航海模型训练基地”“河南省老
年人活动中心”“河南省全民国防教育航海科
普基地”。河南省航海健身园也是河南省航海
运动站，自 1978 年开始，先后从这里走出了
13人次航海模型世界冠军、80多人次全国冠
军，打破多项世界纪录。园区内现有全国首个
以航海文化为主题的科技展馆——河南省航
海模型科技文化展览馆。航海模型全国冠军
王云飞化身“001号讲解员”，正带领来航海健
身园锻炼的人们回顾河南航海模型光荣的历
史，感受科技体育助力全民健身的魅力。“模拟
驾驶”版块，市民杨致文对着大屏幕以第一视
觉模拟海模操控，玩儿得不亦乐乎的他颇有感
触地说：“以前经常来这里看河南省航海模型
队的队员们在西流湖里操作海模，看着挺简单
的，但真正上手以后才知道实际上并不容易。
锻炼之余还能参观这个科技馆，亲身参与科技
体育，既运动了，又长知识了，真好！”杨致文兴
奋的神情溢于言表。

无论是在室外综合健身广场跳起广场舞，
还是在健身路径上进行健步走，抑或是在棋牌
长廊里下上几盘棋，在科技展馆体验科技体育
……航海健身园里涌动的激情“健身潮”一次次
激发身临其境人们的运动热情，让大家情不自
禁地就想动起来。“以全民健身为导向、以航海
模型运动为重点、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方向的，集
健身、旅游、文化、培训、竞赛活动为一体的省航
海健身园，已经成为周边群众健身休闲的好去
处。在国家大力倡导‘大健康’战略的背景下，
为进一步丰富园区功能，省航海健身园国民体
质监测站目前正在筹备中，将于七八月份开始
投入使用。”袁军最后满怀期待地说。

本报记者 陈凯 文/图

跳出精彩走出健康玩出科技感
航海健身园涌动激情“健身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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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近日，小将韩东在国青队的
严重违纪行为，让建业全体将士带上思想“紧箍咒”。6
月 8日上午，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在中牟训练基地召开
了队规队纪专题教育会，一线队、预备队、U19青年队全
体人员及各级梯队教练组参加本次会议，一场及时的教
育课，让每位将士思想绷紧了弦。

首先大家集体学习了中国足协和河南建业足球俱
乐部对韩东的处罚决定，随后“主角”韩东进行了公开检
讨。韩东表示接受中国足协以及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
的处罚，他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由于自己缺乏应有的
自我管理能力，给国家队给俱乐部抹黑，感到非常后悔
和自责，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禁赛期间，将努力训
练，认真反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要认真学习建业文
化，不断武装自己的头脑和体魄，不辜负所有领导、教练
以及球迷的期望和要求，接下来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在本次会议上，建业俱乐部还正式公布了球队纪律

行为规范“六倡导 六重罚”。
六倡导即：倡导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为胜利而超

越；倡导坚忍图成的顽强品质，为初心惟初心；倡导铁军
铁血的战斗意志，专治各种不服；倡导刻苦认真的训练
态度，只信天道酬勤；倡导团结协作的集体观念，共创共
担共赢；倡导公平竞赛的道德风尚，捍卫绿茵净土。

六重罚即：有违法犯罪行为者，必重罚；有违反中国
足协及俱乐部相关规定者，必重罚；有违背体育道德造
成不良影响者，必重罚；有损害建业信誉和品牌形象者，
必重罚；有挑战主教练及教练组权威者，必重罚；有泄露
团队机密及消极比赛者，必重罚。

以如此简明扼要的方式正式对外公布球队纪律行
为规范，在建业俱乐部历史上还是首次。建业俱乐部
董事长代纪玲表示：“‘六倡导 六重罚’的制定目的在
于凡事有章可循，立规矩、有规矩、守规矩。要知耻而
后勇，厚积而薄发；要刻苦练兵，卧薪尝胆；要去伪存

真、固本守正，让球员健康、球队健康、俱乐部健康。
只有以健康为基，建业足球俱乐部才有可能实现百年
俱乐部的伟大梦想。”

对于韩东犯下的错误，代纪玲警示全体建业将士：
俱乐部坚决支持中国足协的处罚。在这次事件中，违
纪是坏事、禁赛是坏事、被处罚是坏事、影响俱乐部声
誉是坏事。但是这些问题能及早暴露，及早发现，给韩
东以教训，给俱乐部以警示，给更多的队员敲响警钟又
不是坏事。吃一堑，长一智。对于俱乐部来说，我们要
一人吃堑，集体长智。通过韩东事件每一个人都要反
思自己，看看自己灵魂深处是不是还有沟沟坎坎，要检
视俱乐部还有哪些不健康的隐患。胡董早就给建业烙
下了“守正”“循道”的文化印记。建业人要“守信用、负
责任、走正道、务正业”。要志存高远，心怀大局；要追
求卓越，坚忍图成；要团结协作、集体至上；要规矩担
当、阳光透明。

规范落实“六倡导 六重罚”

建业全体将士带上思想“紧箍咒”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近日，河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
河南豫剧院一团香玉大
舞台组织完成了豫剧音
配像第三阶段的录制，现
场录制传统唱段 16个。

豫剧音配像是省非
遗中心在前期对豫剧各
流派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精选出豫剧各流派名老
艺人、特别是民间名老艺
人 的 经 典 传 统 唱 腔、唱
调、唱段，邀请豫剧演员
为这些老艺术家当年的
唱段进行音配像，并利用
数字多媒体等现代化技
术手段，全面、真实、系统
地进行记录，为豫剧的传
承、传播和研究提供宝贵
资料。

第三阶段录制工作
共涉及传统唱段 16 个，
由吴素真、陈首凯、王志
峰 等 10 位 豫 剧 演 员 配
像 。 录 制 当 天 ，天 气 炎
热，但无论是现场指导专
家、配像演员，还是录制人员、剧场工作人员，大家都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
己的职责，希望能使老艺术家的代表剧目及一些濒于失传的剧目得到保
留和再传，艺术精品形象地再现在屏幕上。

省非遗中心完成豫剧
音配像第三阶段录制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现实题
材近期火爆荧屏，其中刑侦剧《燃
烧》凭借扑朔迷离的剧情、复杂难辨
的人物稳居收视前茅。剧中饰演女
主角许佳桐的演员张佳宁此次一改
往日形象，有层次地出演了一位为
保护家人知法犯法的霸气女总裁，
让人印象深刻。近日，记者通过东
方卫视采访了她。

从情感剧《小姨多鹤》中的文艺
兵张春美一路走来，张佳宁塑造了
众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角色，无论是
《媳妇的美好时代》中单纯善良的农
村姑娘潘美丽、《如懿传》中身份尊
贵而高傲的蒙古格格巴林·湄若，还
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性格
直爽的盛家五小姐盛如兰，她总能
带动观众的情绪，让人一秒入戏。

在电视剧《燃烧》中，张佳宁首
次尝试“双面”女总裁这一角色。她
所饰演的许佳桐，是男主角高风曾
经青梅竹马的恋人，由于家族恩怨，

许佳桐不得不分手去牛津大学读
书。回国后，年纪轻轻的她成了家
族企业总经理，走路生风、气场十
足，心机深、手腕重，妥妥一位霸道
总裁。随着剧情的进展，许佳桐身
上的秘密似乎越来越多，让观众对
她又恨又可怜。

谈及剧中表演，张佳宁透露刻
画许佳桐这一人物的矛盾感并不
难，“因为她人物性格明显，角色丰
满，相对来讲，还挺好拿捏的。”而
许佳桐霸道总裁的人设也让她演
得非常过瘾，“生活中的我不可能
成为一个霸道女总裁，我觉得我不
擅长这个。”

为了改变之前一些角色给大家
留下的甜美印象，张佳宁特意对自
己进行了表情管理，造型上也下了
很大功夫，她还亲自为角色找了一
些合适的服装。“可能在观众眼里，
我有很大的变化，也希望大家可以
接受这样的我。”

刑侦剧《燃烧》热播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中国足协 8
日宣布聘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
院长马昕、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医
务处长王惠英女士为“中国足球协会防
疫专家”。

随着全国疫情逐步缓解，足球职业
联赛启动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足协竞
赛部根据我国相关政策和其他赛事疫情
防控经验，拟定了《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疫
情防控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作为联
赛启动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足协工作团队此前专程赴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就加强国家队、
职业俱乐部及联赛的疫情防控和《指
南》内容征求意见。张文宏认为《指南》
整体完善，对联赛安全运行有很好的支
撑作用，并就个别细节问题提出了专业
的应对建议。

“我国的疫情防控成果理想，整体环
境非常安全，在坚持定期核酸检测的前
提下加强闭环管理，有助于联赛的顺利
进行。”张文宏说。

张文宏“加盟”中国足协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为了强化对
大练兵工作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足协
将对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一线队进行考
核，今天，建业将士将在中牟训练基地接
受专家组考核，希望能在考核当中取得
好的成绩。据了解，本次考核球队为中
超16队、中甲18队及中乙4队。所有测
试原则上要在一天内完成，专家组将对
考核全程录像。

今年 3月 6日，足协下发《中国足球
协会关于开展“春季大练兵”活动的通
知》，鼓励各队在疫情防控基础上突破

“基础体能训练”，开展“春季大练兵”。
此后，各队均展开了针对性训练，并提交
了“春季大练兵”体能监测阶段性报告。

这次抽查内容是考核组将从每队的
前、中、后场球员中分别抽取两人，共 6
人，分别进行12分钟跑测试和YOYO测
试；还将再抽取 6人，分别进行 5×25米
测试、原地摆臂纵跳测试，深蹲、卧推测
试，体脂率测试。球员名单则由足协根
据此前各俱乐部提供的“春季大练兵”体
能监测阶段性报告决定。据悉，抽查结

果将进行公示排名，也将有相应的奖惩。
上周末，建业队和升班马石家庄永

昌在航体进行了一场高质量的热身赛，
双方都达到了练兵的效果，建业队在主
教练王宝山的带领下一直进行着高强
度的训练，队员们的体能总体都不错，
状态也越来越好。目前建业队已经进
行了三场强度较大的比赛，取得两胜一
负的战绩，面对这次抽检考核，建业队
在认真准备。

根据此前足协发布的通知来看，本
次春季大练兵要求各队以科学训练为中
心，从苦练入手，从实战出发，以充沛的
体能和顽强拼搏的作风为基础，以高速
度、强对抗中的个人攻防技能为训练重
点，过好“苦、难、严”三关，为 2020年全
年竞训活动打好基础。足协相关工作组
将不定期赴各级国家队、职业俱乐部检
查，并抽查运动员基础测评指标，抽查结
果将在足协官网上进行公示、排名。对
优秀的队伍、俱乐部及个人进行表扬，对
未达到指标的队伍、俱乐部及个人进行
通报批评，并取消年度联赛评优资格。

足协检验春季大练兵成果
建业队今日基地从容迎考

“通过这次体能测试，感觉自己
的体能储备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这
与我水中成绩的进步是成正比的，看
来前段时间的体能训练很有效果。”
近日，河南省游泳队一项专门针对体
能的队内测试赛“如约而至”。一口
气做完 25 个引体向上的河南蛙泳名
将申豪，对于自己体能测试的结果和
效果很是满意。

加上申豪，还有包括李爽、张馨
予、李永威、孙晨博等名将在内的男、
女 64名运动员，参加了本次河南省游
泳队队内体能测试赛。“这次体能测
试赛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河南

省游泳队搞的第三次体能测试赛，不
过是最系统的一次，测试内容不仅有
基础体能测试，还有专项体能测试。”
正在现场督战的河南省游泳运动管
理中心主任毛玉成向记者介绍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河南“泳军”的
队员们无论男、女，无论是老将还是
新兵，大家个个汗流浃背，短跑项目
中比速度，长跑项目中拼耐力，通过
体能测试赛检验前段时间体能训练
的效果，查找问题和不足，进而促进
水中成绩的提高。

“通过前一阶段的体能训练中加
入基础体能训练，我们发现运动员的

身体形态有了明显变化，肌肉更加丰
满，这反映出的就是他们的力量更强
了，前两天的水中测试赛，队员们的
成绩都有所进步，这也说明我们把基
础体能训练融入每堂体能训练课中
的思路是正确的，效果是明显的。”毛
玉成满意地说，“这次体能测试赛，我
们测试的内容不但包括基础体能，而
且还包括了专项体能。从测试结果
和效果看还是不错的，这也印证了我
们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在思想上的成
功转变，由原来对于基础体能的不重
视，转变为现在清楚地认识到基础体
能对于专业技术水平提高所起到的

保驾护航的作用。”
目前，赛事何时启动仍是未知

数。对此，毛玉成坦言，河南“泳军”
也为下一阶段的训练安排做好了两
手准备。“这次测试赛结束后，我们
原则上不再安排队内测试赛了，下
一阶段将对水中专项测试赛和陆上
体能测试赛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消
化处理，为下一阶段训练提供参考；
如果 7 月份依然没有恢复赛事，我
们 就 要 启 动 下 一 阶 段 的 训 练 计 划
——达标赛。现在的测试赛对成绩
没做硬性要求，下一阶段就会要求
达标了，难度会更大，同时也会更好
地调动队员的训练积极性，促进他
们成绩的提高。”

本报记者 陈凯

河南“泳军”体能测试赛促提高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
河南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获悉，在6月
8日结束的国家射击队（步手枪项目）6
月队内考核赛中，河南射击名将史梦瑶
发挥出色，以 465.1 环超世界纪录 0.4
环的决赛成绩，勇夺女子步枪三姿项目
的冠军，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该项目国家
队排名榜首的地位。

据了解，经过一个月的返省训练，
国家射击队（步手枪项目）在5月底重新
集中，从6月 6日开始，全队进行了6月
队内考核。国家队队员和地方队调训
的运动员一起，完全按照实战标准，展
开了为期3天的考核赛。比赛中，无论
是老将还是年轻队员，以及地方队调训
运动员都有不错的表现。除了史梦瑶
外，像气手枪混团比赛老将庞伟搭档王
倩拿到冠军，气步枪混团决赛中，地方
队小将张雨和刘宇坤搭档收获第一名。

另据了解，本次国家射击队（步手

枪项目）6月队内考核赛，是根据后面
的训练计划，对运动员情况的一次摸
底。从比赛整体结果来看，运动员在考
核中的调动都比较好，表现也符合赛前
的预期。不过，地方队调训的运动员还
需要适应国家队的节奏。评价自己考
核赛的成绩，史梦瑶坦言，自己没有太
多的想法，所以打得比较干净，成绩也
比较满意，“到最后还是要更坚定一些，
过程也有些着急，情绪把控还需要更好
一些”。

按照计划，本次考核赛结束后，国
家射击队（步手枪项目）将进行为期两
个月的军训，提升运动员的精神面貌、
磨炼意志品质，促进良好习惯的养成和
思想作风的改变。通过两个月的军训，
使得运动员们能够更加牢固地树立祖
国培养、国家荣誉至上的意识，更加明
确为谁而战，将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
良的国家队的要求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 成燕）近日，郑
州市文化志愿者组织“黄河情·益
同行”专题朗诵会，通过录制视频，
为全市少年儿童带来一场特别的
云晚会。

该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办，郑州文化馆、郑州市文化志愿
服务中心承办。小演员们认真表演
了助力防控抗疫、为武汉加油的《樱
花依然盛开》，缅怀先烈继往开来的

《延安·我把你追寻》等十几首古今
经典。孩子们用悦耳的童音歌颂经
典、畅想未来，一首首富含正能量的
歌颂祖国、歌颂华夏5000年的诗篇
绕梁贯耳。

“孩子们的精彩表现让我们看到
了祖国的未来，看到了中华文明的崛
起和复兴。”许多家长纷纷通过网络
为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鼓励孩子
好好学习，传承文化，诵读经典。

“黄河情·益同行”少儿朗诵会举办

超世界纪录0.4环

史梦瑶队内考核折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