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9 日，天津先
行者队球员何思雨（左）
在比赛中防守苏州肯帝
亚队球员黄荣奇。当日，
在 浙 江 诸 暨 举 行 的
2020—2021 赛季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
赛（CBA）第一阶
段第十轮比赛中，
天 津 先 行 者 队
105∶108 不敌苏
州肯帝亚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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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秦华）记者从河南省文物局
获悉，在近日杭州余杭良渚古城遗址召开的
2020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年会暨世界文化
遗产城市市长论坛上，我省世界文化遗产洛
阳龙门石窟和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同
时被评为2019年度保护管理工作5星等级；
龙门石窟监测年度报告被评为“2019年度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优秀监测年度报告”，并就遗
产保护管理工作经验作大会发言。

此次会议经国家文物局同意，由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浙江省文物局、杭州市人民政
府主办。会议对全国37项世界文化遗产、4
项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中文化遗产部分的年
度保护管理工作进行了评估，由高至低，评为
5星至2星共4个等级，并评选出“2019年度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优秀监测年度报告”。

今年，全国共有莫高窟、元上都遗址、良
渚古城遗址等 8项世界文化遗产荣获 2019

年遗产保护管理工作5星等级，我省即有洛
阳龙门石窟和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2项，占 5星等级的四分之一。我省安阳殷
墟与北京天坛、厦门鼓浪屿等 13项世界遗
产获得四星等级。会议还评选出 9个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优秀监测年度报告，龙门石窟
研究院所做的遗产监测年度报告继去年之

后再次获得这一殊荣，反映了我省世界文化
遗产监测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

遗产监测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机制的
核心内容之一，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
手段。自 2011年起，国家文物局即部署开
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和
试点工作。河南高度重视，积极争取，洛阳

龙门石窟和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
纳入首批试点单位。遗产地保护管理机构
积极组织编制和实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
警系统方案，构建了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
体系。遗产监测工作为遗产保护工程和安
全防范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管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世遗保护管理评级
“天地之中”摘得五星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发
文公布了《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752部）》和《第六批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23个）》，我省有 7部古籍入选第六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河南省图书馆入选5部，许昌市图
书馆 1部，武陟县图书馆 1部。截至目前，全省共有 229部古籍
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我省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书目分别为：河
南省图书馆的明末毛氏汲古阁抄本《江南野史十卷》、明秦榛刻
本《泉斋简端录十二卷》、明前期刻本《文公先生小学书解四卷》、
明嘉靖刻本《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总论一卷》和明正德五年
（1510）程启充刻本《南溪笔录群贤诗话前集一卷后集一卷续集
一卷》，许昌市图书馆的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南坞集诗
八卷文十卷》，河南省武陟县图书馆的明万历刻本《[万历]泽州
志十八卷》。

我省7部古籍入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本报讯（记者 秦华 通讯员 裴鹏举 李征）近日，由中国戏剧
家协会、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戏曲协会、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
合主办的“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曲文化节开幕式暨大型
戏曲晚会”在澳门开幕，河南豫剧院二团排演的全国十大精品剧
目《程婴救孤》经典片段精彩亮相。

当日，作为本次艺术节一部分的“中华戏曲名家进校园讲座
交流活动”在澳门大学举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汪荃
珍，著名表导演艺术家丁建英以及优秀青年演员王献光等与来
自津、沪、豫、粤四个省市五大院团的当代戏剧领军人物共同走
进大学校园，开展了一堂丰富多彩的戏曲知识讲座。

当晚的开幕仪式上，李树建领衔主演，李根旺、景帅媛、连彩
芬主演的《程婴救孤》十六年经典选场精彩亮相，深深感动了在
场观众。此外，李树建、连彩芬领衔主演的全国十大精品剧目
《清风亭上》于8日晚在金沙城剧场与澳门观众见面。

丁建英介绍，河南豫剧院二团本次应邀赴澳门演出，进一步
彰显了豫剧的独特魅力。近年来，二团承担并圆满完成了多项
国(境)外交流演出任务，为豫剧以及中华传统艺术在全世界范
围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豫剧《程婴救孤》亮相
大湾区戏曲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 秦华 通讯员 郝晓静）11月 6日至 8日，首届
“中国·道口锡器文化节”在河南省滑县道口古镇举办，来自全国
各地的锡器文化专家、业内人士、锡器传承人以及社会各界群众
共两万余人共聚古镇，赏锡器、品非遗、鉴珍宝，感受中原优秀传
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道口锡器始于清乾隆年间，曾于1915年展出于巴拿马万国
商品博览会，1930年展出于北京全国土特产展览会，并作为河
南省名贵特产和著名传统产品编入地理教科书和《中国地图
册》。其品种多样，制作精巧，美观耐用。展馆内，锡器平和柔滑
的特性，高贵典雅的造型，历久长新的光泽，充分展示了中国锡
器文化精髓，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道口锡器文化节收官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成燕）有没有那么一句诗，能轻易攻
破你的心灵防线，让你欢喜，让你忧愁，让你捡起某种心绪，重返
某段过往？7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闵闵全新诗集
《只一个下午想你》在郑州凯旋广场四楼言几又书店举行发布
会，诗人闵闵“多情似故人”，她用一串串凝结她多年心血的字
符，串联成一句句用心良苦的诗行，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诗歌爱
好者。

闵闵是房地产企业高管、电视台主播、编剧、教师，也是一位
内心丰富、风格独立的诗人。在这些身份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
个有些离奇的职场跨越，更是一个个用心走过的饱满世界，她走
过的每一段里程，都是这部诗歌笔记中沉淀蕴藉的宝贵财富。

在游走于房地产业二十余载后，闵闵最近五年置身文化旅
游事业，在现实世界研发创作了建业电影小镇，零散时间又抽身
走回了辽阔诗意的内心世界，继续为生命寻找一个精神的出口。

混合着人生的疼痛与梦想，历时两年半创作与编辑，内心充
盈的闵闵，将这些年的所有心绪，打包放在了《只一个下午想你》
这本诗集里，打开诗集，宛如陪伴一个纯净忧伤的女子在诗海神
游，她把灵魂安放在这个合适的地方，既可安己心，又可安他人。

诚如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佩甫所言，闵闵的
诗会让人不由地想起俄罗斯民歌《苏丽卡》，忧伤、纯净。仿佛在
时光的长河里流淌着点点晶莹的、金子一般的爱。而在著名作
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郑彦英眼中，闵
闵又是这样的：“你想说的话是你脸上的阳光，你不敢说的话是
你心里汹涌的波涛，敢于让阳光在波涛上闪闪烁烁，才使你成为
那个独特的拈花微笑的诗人。”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诗人身份。”对于闵闵而言，诗歌之于
她，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是记录生命中最坎坷、最挑战、最困
难的时刻，是抒发生命中最美好、最畅快、最幸福的时刻……

闵闵全新诗集发布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中超“争
九”排位赛首回合 0∶0逼平泰达之
后，10日下午，建业将与泰达进行
第二回合的较量。这是本赛季的最
后一场比赛，虽然从名次上讲，第九
名和第十名的区别并没有实际意
义，但对于比赛，哈维尔还是将目标
锁定在胜利上，他说：“我们对比赛
非常有信心，现有球员在精神状态
上有充分的准备，队伍氛围也不错，
虽然人员受损，但我们会全力以赴，
同时本场比赛我们会尝试一些新的
安排，为下个赛季做准备。”

本场比赛建业多名主力缺阵，
卡兰加上一场中途因伤退场，目前
伤势不明，罗歆和王上源两人则吃
到了赛季第四张黄牌将被停赛，再
加上巴索戈已经离开，而刚刚复出
的伊沃尚未达到最佳状态。中后卫
舒尼奇将迎来他本人代表建业的最
后一场比赛。本场比赛，是哈维尔
上任之后在人员方面最捉襟见肘的

一次。特别是罗歆和王上源两人的
缺阵，让近来表现稳定的后防线面
临着重组。

眼前这支建业队，王宝山可以
说再熟悉不过，他必然希望击败老
东家证明自己，此番两支球队的狭
路相逢，恩怨情仇可谓看点颇多。
建业在小组赛事里仅击败了实力一
般的深圳佳兆业取得唯一胜仗，在
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在淘汰赛事里
两回合以 2∶1淘汰武汉卓尔，面对
广州富力两回合均取得胜利以 5∶3
的比分淘汰对手获得晋级，4场赛
事均取得入球，与此前小组赛的表
现形成鲜明的对比。

与河南建业一样，天津泰达在
小组赛的成绩更为糟糕，一场不胜
的成绩看似会是要降级的队伍，但
在淘汰赛上率先淘汰了深圳佳兆
业而摆脱了降级的压力，与大连人
的排位赛上两回合以 3∶1 淘汰对
手获得晋级，士气方面也是相当

高涨。
两队本赛季的走势非常接近，

在小组赛事中均是垫底的队伍，不
过都逆袭成功早早摆脱了降级的
压力。前几个赛季，河南建业队在
王宝山的调教下成了中超赛场的
一块“硬骨头”，体现了非常强悍的
战斗力。本赛季开始前，王宝山在
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辞职，当时
也引发了外界的热议。赛季中途
接过泰达教鞭，王宝山让泰达从 A
组排名垫底且一场未胜的情况下
火速完成了保级任务，也充分说明
了王宝山的执教能力。如今再次
遇到自己的老东家，没有任何成绩
压力的泰达队将以完全放松的心
态迎战建业队。

随哈维尔出席发布会的中后卫
舒尼奇将迎来他本人代表建业的最
后一场比赛，对于比赛，舒尼奇也表
态说：“希望我们所有可以出战的球
员为最后一场比赛拼尽全力。”

中超排位赛“争九”次回合

建业力拼泰达求圆满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
获悉，2020—2021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赛程揭晓，比赛将于
11月 12日在广东江门开打，河南女排首战的对手是实力强大
的江苏女排。

与一个月前在江门结束的2020年全国女排锦标赛一样，即
将开打的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同样采取空场赛会制的方式进
行，共有A组的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四川、河北、河南，B组的
上海、北京、辽宁、山东、福建、云南，共 13支队伍参赛。联赛共
分三个阶段进行，13支球队将分为两个小组进行组内单循环比
赛，决出小组排名。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两个小组球队相互
轮转进行对阵，决出第一至十三名。而在第三阶段，前八名的球
队和后五名的球队将再次进行组内单循环，然后展开交叉淘汰，
直至进行三战两胜制的半决赛和决赛。

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全部比赛将于 12月 19日结束，除去
报到、训练的时间则仅剩 31天，也创造了国内联赛历史上的最
短赛期。不过相比上赛季，本赛季的联赛场次却有所增加，晋级
四强的队伍将参与超过 20场比赛，密集的赛程对于 13支参赛
队伍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出于中国女排备战东京奥运会的考
虑，本赛季联赛，中国女排队长、河南姑娘朱婷仍将继续身披天
津女排“战袍”出战。

以年轻球员担纲的河南女排在一个月前结束的女排全锦赛
上取得了第 11名，尽管球队的排名并不靠前，但是年轻的河南
女排在场上展现出的不畏强敌、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还是可圈
可点。河南女排主教练焦帅告诉记者，女排全锦赛结束后，队伍
根据在全锦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针对性训练，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对于本赛季联赛的目标，焦帅说：“我们是一支年轻
的队伍，实力不强，经验欠缺，对阵每一个对手都要去拼，只有这
样才能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联赛‘首秀’我们就将遇上强大的江
苏队，全力以赴去拼对手就是了。”

女排超级联赛赛程揭晓
河南女排首战力拼江苏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11 月 9 日，记者从省校足办获悉，
2020中国初中足球锦标赛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省实验中学
队以 1∶0击败实力不俗的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队挺进半决
赛，半决赛将对阵广州五中，而另外两支队伍将是南京雨花台中
学对阵长沙雅礼外国语学校。另外一支郑州参赛的郑州第二初
级中学队以0∶4被南京雨花台中学淘汰。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湖南、广州、福建、江苏、重庆、河南、河
北、云南、陕西、北京的16支球队参加。刚刚包揽中高三组前三
名的郑州三强均组队参加，而如今河南省实验中学队将向冠军
发起冲击。

全国初中足球锦标赛
省实验中学挺进四强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 6天激烈比拼，“中国体育彩票杯”
2020年河南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昨日在郑州健之语羽毛球
俱乐部收拍。周口队、开封队、郑州队、洛阳队分获本次比赛男
子团体甲、乙、丙、丁组的冠军，其他名次也各有归属。

本次河南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
南省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郑州市体育局承办，河南
碧之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郑州市羽毛球协会等协办。比赛
设有单打、双打、混合双打和团体4个大项，共有来自全省17支
地市代表队的400余名小选手参赛。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各参
赛队选手场上角逐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场下相互交流切磋球技，
大家在竞技比拼的同时畅享羽毛球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河南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是我省青少年羽毛球的一项
传统赛事，旨在检验我省羽毛球后备人才整体实力，为我省专业
队选拔优秀苗子。

省青少年羽毛球赛收拍
郑州队获男团丙组冠军

新华社马德里11月8日电 2020—21赛季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九轮8日继续，在一场焦
点战中，皇家马德里客场1∶4惨败于巴伦西亚。

皇马本轮做客梅斯塔利亚球场挑战巴伦
西亚。虽然本泽马为客队首开纪录，但此后
皇马后防却屡屡犯错，三次送出点球，瓦拉内
还自摆乌龙，最终“白衣军团”在客场大比分
落败。输球后的皇马以 5胜 1平 2负积 16分
落到了西甲积分榜第四位，被榜首的皇家社
会甩开4分。

第23分钟，马塞洛左路回传，本泽马禁区
边缘拿球后劲射得手，为皇马建立1∶0的领先
优势。第35分钟，卢卡斯·巴斯克斯禁区内手

球被判点球；索莱尔罚出的皮球被库尔图瓦
扑出，补射又打在门柱上；穆萨随后跟进将球
补入，但由于两队均有球员提前进入禁区，视
频裁判判定此球重罚；最终索莱尔点球命中，
将比分扳为1∶1。

第 43分钟，主队将比分反超，瓦拉内在一
次解围时将皮球误撞入自家球门。巴伦西亚
以2∶1的比分结束上半场。

下半时，巴伦西亚继续进球。第54分钟，
马塞洛禁区内踢倒马克西·戈麦斯，索莱尔再
度罚入点球，将比分扩大为 3∶1。第 63分钟，
拉莫斯禁区内手球，索莱尔上演点球“帽子戏
法”，为主队将比分锁定在4∶1。

送三点球一乌龙球

皇马不敌巴伦西亚

新华社伦敦11月8日电（记者 张薇）英超
两强曼城、利物浦 8日相遇，主场作战的曼城
错失点球机会，最终1∶1战平卫冕冠军。阿森
纳则0∶3不敌阿斯顿维拉，上赛季勉强保级的
维拉本赛季开局7战 5胜。

当日做客曼城，利物浦主帅克洛普排出全
攻阵型，不仅锋线主力菲尔米诺、马内、萨拉赫
在列，状态正佳的新援若塔也首发登场。

开场不久，曼城就因后卫沃克禁区内放倒
马内被判极刑，埃及射手萨拉赫主罚点球命
中，“红军”第13分钟实现领先。不过，巴西人
热苏斯第31分钟接德布劳内的传球灵巧转身
破门，将双方拉回同一起跑线。

上半场结束前，德布劳内的传球打在戈麦斯手臂

上，曼城获得点球机会。然而比利时中场主罚失准，曼
城丧失了绝佳的反超机会。两队最终1∶1不分高下。

利物浦8轮过后积17分，与热刺同分，暂列
第三。热刺当日凭借凯恩第88分钟的进球客场
1∶0小胜“升班马”西布罗姆维奇，积分榜上在他
们身前的只有莱斯特城。“狐狸”依靠瓦尔迪的
点球命中1∶0送走狼队，以1分优势领跑。

同日在酋长球场，维拉先有一粒进球被判
越位无效，但随后利用主队送上的“乌龙大礼”
打开局面。下半时，沃特金斯3分钟内头顶脚
踢连进两球，将比分定格在3∶0。

上赛季排名第 17勉强保级的维拉如今 5
胜 2负排名第六，除了战胜阿森纳、莱斯特城，
他们还曾令人难以置信地7∶2狂胜利物浦。

莫名其妙的惨败莫名其妙的惨败，，让皇马队长拉莫斯让皇马队长拉莫斯（（左一左一））表情表情““亮了亮了””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英超：曼城利物浦未分高下

曼城队球员热苏斯曼城队球员热苏斯（（中中））射门得分射门得分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