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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一年一度的寒假
到来，这个寒假，不妨来云端品书香、赏
年趣——记者从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获悉，配合疫情防控需要，该馆今年将春
节活动移至云端，开展“云端少图”春节
暨寒假系列活动，以“书香·年趣”为主
题，深入挖掘春节文化的深厚内涵，共推
出20大项活动，伴您畅游书海，度过书香
假期。

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省少年儿童图书馆承办，举办时间为1月
30日至 2月 28日，将在河南省少年儿童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推出各项活动——

“书香中国年 非遗伴‘童·年’”活动
于腊月23日开始至大年初一（2月 4日至
12日），为读者准备了精彩的“书香中国
年 非遗伴‘童·年’”线上活动，每天一个
主题，跟大家聊一聊过年那些有趣的年
俗。读者在评论区留言，讲述您的新年
故事，就有机会赢得“书香福袋”。

1月 30日至 2月 5日举办的“新春有
诗意”少图文创赢取活动中，大家不仅能
聆听“快乐书法”云端大家讲堂，还可参

与赢取精美书香礼包、“快乐书法、诗词
名篇”文创本等。

“线上逛展 阅读有礼”活动中，省少
儿图书馆将精选展览移至线上，2月 8日
至 28日期间，小读者们足不出户便可线
上观看“我们的传统节日——春节”年俗
文化展、童眼看非遗——少儿美术作品
展、众志成城，传递力量——“童心助战

‘疫’”主题作品展等展览，留下观展感
言，还有机会获得新春阅读礼品。 省少
儿图书馆与河南博物院联合开展历史教
室系列活动，在历史教室“云”课堂中，历
史教室多年来研发的手工体验课将以视
频的形式分批、分系列地呈现给小读者，
大家可观看到排箫、青花缠枝莲纹瓷盘
等课程。

每周六的“新书开箱”活动，将以全
新的视角，通过微视频为读者进行“新书
开箱”，揭秘新书、好书；春节期间，“小厨
与大厨”新春特辑——新年美食大赏活
动将带大家一起制作扣碗、四喜福袋、自
制汤圆等传统美食；2月 12 日至 28 日，

“阅读最美时光”短视频征集活动面向大

家征集“宝宝讲故事”“亲子共读”“图书
推荐”等时长1分钟以内短视频。

此次还有几项线上大赛邀您参与：
2 月 6 日至 26 日，“猜灯谜抢红包”线
上大赛举办，感兴趣的读者不妨积极
参与，赢取红包奖励；“福牛迎春 有奖
答题”线上大赛于 2 月 12 日至 26 日举
办，15 天 15 场线上答题，涉及习俗、春
联等春节相关知识，累积分数优胜者
将获得精美礼品；“迎新春 诵经典”线上
诵读大赛同样于 2 月 12 日至 26 日举
办，读者可选择心仪的诗词进行诵读参
赛；此外，《公共图书馆法》网上竞答也
将举办。

此外，2020年度阅读之星评选、“21
天听读打卡”习惯养成活动、巧手扮新
春、新春故事会、元宵节特别活
动“书香中国年 新春诗会”、“读
书吧！少年”新春特辑、“童悦之
声”新春特辑——“‘悦’读黄河”
诵读优秀作品展播等活动也将
在线上推出。

线下活动方面，河南省少儿

图书馆将于 2月开展“手拉手·阅读齐步
走”为特殊群体服务——分馆配书活动，
为各社区、学校及幼儿园分馆配送新书，
特别是为特殊群体的孩子们送去精神食
粮，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馆内还将
举办“庆团圆 贺新年”“春节的味道”两项
主题书展，带大家在书香中领略浓浓年
味儿。

“云端少图”春节暨寒假系列活动即将展开

20大项活动伴您度过书香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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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日结束的CBBA中国健美健身
冠军总决赛上，河南健美健身选手充
分展现力与美，豪夺5枚金牌、1枚银
牌和1枚铜牌，用优异的成绩展现了
河南健美健身运动的实力和风采。

本次总决赛由中国健美协会等
主办，作为国内健美健身领域最高
级别的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国 24
个省80个城市的近300名健美健身
选手参赛。比赛设有9个大项 36个

小项。经过激烈角逐，我省名将杨
文杰、新秀孙洋以绝对优势包揽了
男子健身先生公开组的金、银牌。

此外，在男子传统健美元老组
的比拼中，我省知名老将马圣永以
完美形体、震撼的肌肉围度摘得桂
冠；实力派小将赵婉羽力压群芳，以
完美的曲线、唯美高雅的气质，征服
了全场观众，勇夺女子健身模特 C
组冠军和女子健身模特全场冠军；
阳光帅气男孩邬博获得了男子健身
模特A组冠军。

本报讯（记者 秦华）河南省新华书店
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与京东近日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三年内，双方将在河南全省建
立图书领域的仓配网络，为读者提供更快
速、便捷的服务。

据介绍，河南省新华书店所属的中原
出版传媒集团倾力打造了省内首家“互联
网+文化”平台，同时也是最大的数字化公
共文化服务平台——百姓文化云。日前，
该平台 2.0 升级版上线，为河南乃至全国
百姓提供更好、更全、更优的“云”上文化
盛宴。为了积极推进其电商物流事业的
新发展，京东物流将向河南省新华书店开
放领先的仓配体系、产品和技术。

根据规划，三年内，双方将在河南省
全境建立图书领域的仓配网络，并将应用
5G、无人仓、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前沿技术，在河南省新华书店实现智能场
站、园区管理、链上签等场景化应用，争取
为图书领域提供创新应用案例。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中国
画报出版社推出由英国影评人、作家
伊恩·海顿·史密斯编著的大开本图
文书《电影海报艺术史》，通过110个
电影专题，579 幅高清图片，带领读
者踏上海报艺术的视觉之旅。

作为电影放映前的宣传方式之
一，电影海报几乎是紧随着电影的诞
生而面世的。《电影海报艺术史》从电
影海报的起源讲起，按照年代顺序编
写，以 110个专题和 579幅海报为读
者呈现了“一部豪华的精装书，展现
了电影营销的图像史”，从创意和商
业的角度介绍了海报的设计、风格的
发展，以及商业在电影海报发展中的
作用等，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出一个多
世纪的电影海报发展史。

这部结合了电影、艺术和商业的
图文书，以经典海报串起电影史的图
像记忆，以经典案例为设计师展现海
报设计潮流。书中既有早期的史诗
电影、电影明星的崛起、有声电影的
出现、西部片的黄金时代、科幻与原
子时代、新浪潮、独立电影、超级英雄
电影等电影主题，也有日本电影、捷
克电影海报、中国第五代导演等地区
专题，还有德国表现主义、法国诗意
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视觉风等艺术潮流，并对知名设计
师、导演、演员等进行专题研究。
翻开本书犹如走进赏心悦目的画廊，
大开本和全彩印刷呈现出的绝佳视
觉效果，将为读者开启一段迷人的艺
术之旅。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下
午，2021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分组
抽签结果在亚足联总部马来西亚吉
隆坡通过线上直播方式揭晓。上赛
季中超冠军江苏苏宁队、足协杯冠
军山东泰山队和中超亚军广州队直
接进入正赛，中超联赛第 3 名北京
国安队则将会通过附加赛来确定是
否能够入围正赛。

今年的亚冠小组赛所有参赛队
伍被分成四档，江苏苏宁队和山东
泰山队被分到第一档，广州队和北
京国安队则分别作为第二档和第
四档球队出现。整体来看，中超四
强的签运还算不错。广州队的对
手虽然有强大的日本冠军川崎前
锋，但另外两支队伍实力应该略逊
一筹。国安如果过了资格赛，要踢
卫冕冠军蔚山现代，上赛季国安正
是输给了这个对手，不过面对泰国
和越南的球队，国安还是处于上
风。山东泰山签运一般，极有可能
会碰到通过附加赛的劲敌大阪樱
花。江苏苏宁的对手极有可能包
含有日韩队伍，但名古屋鲸鱼与浦
项铁人（如能通过附加赛）在本国
国内不算强势。

2021年的亚冠，是扩军后的第
一年，从以往的 32支球队分入 8个
小组，变成了40支球队分入10个小
组。当然，补充的 8支球队，基本都
是来自实力较弱的联赛，整体来看

影响不大。这些“弱旅”包括球迷比
较熟悉的港超杰志、马来西亚柔佛，
以及球迷并不熟悉的菲律宾联合城
市、越南电讯体工、新加坡淡滨尼巡
游者等。

2021 年亚冠联赛的小组赛阶
段将以赛会制进行。西亚赛区的小
组阶段比赛将于 4月 14日至 30日
进行，而东亚赛区的比赛将于 4 月
21日至5月 7日进行。

中国健美健身冠军总决赛

河南选手斩获5金

2021亚冠小组赛
分组抽签结果揭晓

F组：BG巴吞联（泰国）、
蔚山现代（韩国）、电讯体工
(越南)、附加赛球队1（北京国
安VS布里斯班狮吼/卡雅）

G组：江苏苏宁（中国）、
名古屋鲸鱼（日本）、柔佛新
山(马来西亚)、附加赛球队2

H组：全北现代（韩国）、
大阪钢巴（日本）、淡滨尼巡
游者(新加坡)、悉尼FC

I组：川崎前锋（日本）、广
州队（中国）、联合城市(菲律
宾)、附加赛球队3

J组：山东泰山（中国）、
狮子港（泰国）、杰志(中国香
港)、附加赛球队4

开启海报艺术视觉之旅

《电影海报艺术史》出版
省新华书店携手京东

打造智能图书仓配网络

亚冠东亚区分组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