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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何时开
放不止一次上过热搜，22日晚，这个问题终于有了
答案。9月 24日，经过全方位提升的河南博物院
主展馆将面向社会试开放，全新的基本陈列“泱泱
华夏 择中建都”及部分专题展览将以崭新的面貌
与公众见面，其他专题展览也将随后开放。

“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基本陈列以中原的建都
历史为主线，以中原文明发展历史为纲，精心挑选
了 5000余件套精品文物展出，其中不乏镇院之宝
等珍贵文物以及近几年考古新发现的文物。

与基本陈列同时亮相的还有《明清河南》专题
陈列和《国宝特展》两个展览，《明清河南》将通过
文物展示明清时期中原文化的特色，《国宝特展》
将实行国宝轮流做庄制，每期一件国宝。第一个
与观众见面的是著名的贾湖骨笛。

据介绍，新的陈列展览不仅文物精品荟萃，还
极大地增强了观众观展时的互动性和多媒体的展
示。此外，主展馆将开设文创专属区域，超过 500
款文创产品供公众挑选。

配合主展馆的重新开放，河南博物院专门在
东配楼开设了博物馆综合实践体验中心，加大社
会教育的体验功能。

花径几度缘客扫，主展今始为君开。即日起，
河南博物院实行网络实名制预约免费参观，观众
可通过河南博物院微信公众号进行实名预约，目
前仅接受散客（个人）预约，每次最多可预约三
人。入馆参观时请出示预约二维码及身份证，参
观过程须全程佩戴口罩，并与其他人保持1.5米以
上距离。

本报讯（记者 陈凯）今日，2020年全国女子排
球锦标赛在广东江门正式拉开战幕，河南女排首
秀对阵实力不俗的辽宁女排。

受疫情防控影响，自2019—2020赛季女排超
级联赛结束后，国内已有7个多月未曾举办过女排
赛事。本次女排全锦赛，也是女排众将在新赛季
的“首演”。虽然比赛采用封闭、空场的形式进行，
但是作为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国内第一项女排赛
事，众多女排国手的参与大大提升了比赛的关注
度。除了去年冠军八一女排因故退赛之外，A组
的上海、天津、江苏、北京、福建、云南、河北，B组的
山东、辽宁、浙江、广东、河南、四川，共 13支队伍
将向本次女排全锦赛的冠军发起冲击。今日至10
月 2日，这 13支队伍将在 10个比赛日中，经过第
一阶段的小组单循环赛，第二阶段的交叉赛、半决
赛和决赛比拼，逐一决出名次，共计将进行 54场
精彩对决。

朱婷的缺阵使得河南女排实力大减，这支以
“00”后球员担纲的青年军参加本次女排全锦赛的
目标是力争打进八强。今日河南女排将迎来本次
女排全锦赛的“首秀”，对手是老牌劲旅辽宁女排。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随着全国女足超级联赛
第一阶段的全面结束，中国足协近日公布女超第
二阶段赛程，其中争冠组 9月 28日开打，10月 11
日决出冠军；保级组 9月 27日开打，10月 10日结
束，比赛地点仍在昆明海埂基地。由于河南建业
女足第一阶段成绩排名第九，与其他5支队伍进入
保级组的争夺。

争冠组包括武汉江大、上海农商银行、北京北
控发展和江苏苏宁女足，4支球队先进行单循环，
最终前两名争夺冠军，三四名争夺季军。保级组
共包括长春大众置业、山东体彩、广东梅州五华、
浙江杭州女足、河南建业女足、河北华夏幸福。6
支球队进行单循环，最终排名末位降级。

河南博物院
主展馆新妆呈现

明起对公众试开放

女排全锦赛
今日拉开战幕
河南女排首秀对阵辽宁

女足超级联赛
公布第二阶段赛程

文化产业资讯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2020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届大众电
影百花奖）即将璀璨启幕，由金牌导演陈
可辛监制，新锐导演许宏宇执导的青春励
志电影《一点就到家》将作为开幕影片在
9月 24日电影节“星空放映启动仪式”当
晚进行首映。

电影《一点就到家》由著名编剧张冀
担任剧本监制。事实证明，陈可辛+许宏

宇+张冀的创作组合对类型电影有极佳
的驾驭能力和审美品位。而刘昊然、彭昱
畅、尹昉的主演阵容，也是年轻演员中综
合实力较强的代表。

在《一点就到家》最新的预告里，魏
晋北（刘昊然饰）、彭秀兵（彭昱畅饰）和
李绍群（尹昉饰）带着国货之光普洱咖啡
如何闯出云南千年古寨的故事线索也首
次露面。抛开所谓电商创业的主线故事，

电影中这三个年轻人，放弃了大城市，不
考虑铁饭碗，三人把梦想做了合并，决定
一起干一件大事——这样一个核心情感
逻辑，和当下年轻人的共情感，一定是非
常强烈的。

百花绽放，“豫”见郑州，期待“青春合
伙人”的精彩亮相！据悉，《一点就到家》
还将于9月 26日、10月 1日至 3日开启十
城点映，10月 4日全国正式公映。

作为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影片

《一点就到家》明日在郑首映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孙志刚 文 丁
友明 图）“百花起舞”展风采，“金鸡展
翅”绕绿城。昨日，作为 2020年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 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的重要活动和郑州市第六届
群众文化艺术节活动之一，“百花起
舞”郑州市电影歌曲广场舞展演在五
一公园举办，为群众送上丰盛的黄河
文化盛宴。

本次展演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郑州文化馆、郑州市舞蹈家协
会承办，河南省工人文化宫协办。

在恢宏的歌舞《大美中原》中，
“百花起舞”郑州市电影歌
曲广场舞展演拉开帷幕。

民族舞、古典舞、现代舞……绚丽的
舞步展示出丰富的舞蹈类型。整场
表演精彩纷呈，高潮不断，演员们以
高超娴熟的舞蹈表演让观众陶醉其
中。全市群众舞蹈骨干以极具中原
特点的舞蹈语言，抒发热情好客的中
原人民喜迎“金鸡百花”举办和五湖
四海宾朋的到来，用电影音乐元素讲
好中原故事。

原创民间舞《黄河岸边扭起来》
《黄河砚娘》将黄河文化元素以浓墨重
彩呈现，特别是后者在行云流水、动静
自如的舞台动作中，充分展现郑州非
遗项目澄泥砚的千古魅力。精彩缤纷
的舞蹈作品,无论从选材、编排、表演,
还是从效果、反响等各方面看来,都体

现了当下郑州舞蹈艺术的较高艺术水
准，组成清新的“绿城文化组诗”。

“百花起舞”展演采取层层选拔、
优中选优的方式，精选出“经典电影
歌曲+音乐元素”创作改编而成的原
创广场舞，以及在全国、省市级比赛
中获奖或被国内知名媒体播出产生
较大影响的优秀群众舞蹈进行公开
展示。最终，13支群众舞蹈团队竞相
出彩，各展风流，充分展示了商都的
人文精神和舞蹈新实力，让观众在品
味电影艺术、舞蹈艺术的同时感受璀
璨的黄河文化。

本次展演通过郑州文旅云等多
个新媒体平台面向全国直播，吸引超
过30万人次收看。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文/图）9月 21 日，“光影岁月
百花齐放”经典电影配音大赛总决赛成功举办。22日，
本次总决赛评委之一、著名配音演员、本届金鸡电影节入
围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配音者、四川电影电视学
院配音教师吕艳婷，带领部分总决赛获奖选手走进郑东
新区外国语小学，开展“经典影片配音分享会”，和同学们
一起感受了电影配音艺术的魅力。

分享会中，吕艳婷和选手们进行了经典影片片段配
音表演，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同时，也有数位同学
上台进行了配音的尝试，引发了一片欢声笑语。吕艳婷
和选手们向同学们介绍了配音艺术的发展与现状，也和
同学们一起就配音学习的要点与经验进行了沟通交流，
唤起了同学们对于配音学习的热情。

此次“经典影片配音分享会”的举办，为中国电影配
音艺术“新声代”的培育提供有力支撑。艺术的发展需要
在社会的广泛普及，更需要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与热爱。
此次“经典影片配音分享会”的举办做到了为配音艺术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让同学们了
解了配音艺术、爱上了配音艺术，甚至最终有可能去从事
配音行业，为中国配音事业的发展凝聚青年新力量。

同时，通过嘉宾的讲解，同学们感受到了电影所反映
出来的时代强音，接受了一场与众不同的爱国主义教育，
进一步提升了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践行了习近平总书
记提倡的要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
者”，真正承担起了配音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为我
国配音事业的发展与延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昨日上午，市民刘先生乘
坐高铁去北京，一走进郑州东站三楼，他便被一张张精
美的电影海报吸引了，驻足观看良久。“百花光影岁月电
影海报展”正在这里展出，为来往郑州的旅客增添了一
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据“百花光影岁月电影海报展”负责人介绍，本次展
览在郑州东站、机场贵宾通道、影展活动场地和上街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人流量较大的四个地方同步展出，
共展示 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入围影片和优秀本土电影的海报160张。

《我不是药神》《白蛇缘起》《穆桂英挂帅》《我们的四
十年》《不是闹着玩的》《仁医胡佩兰》……记者在展览现
场看到，一张张海报不仅吸引了众多旅客驻足观看，更
增加了大家对于24日璀璨开幕的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关注和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与融媒体相结合，每张电
影海报的右下角均印制有二维码，观众在观看海报的同
时，还可扫描二维码，观看电影简介、聆听电影主题曲，
更进一步感受电影文化的魅力。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 27日。

本报讯（记者 秦华）2020 年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将于 9月 24日盛妆启幕。9月 23日晚，
老艺术家田华将现身中大门“星空电影
院”《中国合伙人》的放映现场，与观众共
同追忆电影的似水年华，共话今天的幸
福生活。

为打造一场真正属于老百姓的“电
影家宴”，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光影盛宴，
郑州将于 9月 23日至 25日举办“全城星
空放映”活动。

活动选取历届百花奖获奖影片，在

全市 101个场地打造的“星空电影院”进
行公益放映，并将邀请深受观众喜爱的
电影艺术家来到放映现场与群众互动，
掀起回顾百花奖获奖影片的热潮，让“百
花经典”绽放在郑州的每一个角落。

田华为中国电影塑造了众多有民族
品质、有血有肉的新东方女性形象。她
曾说：“我没离开时代、没离开生活、没离
开人民，所以自己这颗螺丝钉还没有完
全老化，我要尽最大努力发出光和热。”
翻看田华的艺术经历，会发现她的一生，
都在与光影相伴——

1950年，第一次登上银幕的田华，因
在电影《白毛女》扮演“喜儿”被观众熟
知，还凭借此片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金
质奖章；1958年，在影片《党的女儿》中扮
演李玉梅，表演深刻，具有强烈的感染
力，备受好评，田华也因此成为“党的女
儿”的代名词；1980年，田华主演电影《法
庭内外》，凭借此片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2009年获得第
12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
身成就奖；2010年获得第 30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终身成就奖。

老艺术家田华与您相约“星空电影院”

经典影片配音分享会
走进小学校园

百花光影岁月
电影海报展开展
160幅经典海报邀您观赏

电影歌曲广场舞展演电影歌曲广场舞展演
为群众送上文化盛宴为群众送上文化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