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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国家体育总
局 22日在其官网公布，国家体育总局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加
强社会足球场地对外开放和运营管理的
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社会足球场
地全面开放，初步形成制度完备、权责明
确、主体多元、利用高效的社会足球场地
长效运营管理机制。

《指导意见》要求社会足球场保障使
用功能确保开放时间。鼓励各地依托已
建社会足球场地，因场办赛，广泛开展足
球赛事活动，强调社会足球场地优先保证
用于开展足球活动，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
擅自改变政府投资和享受政府补助的社
会足球场地的功能。

《指导意见》指出要科学管理社会足

球场，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强化日常管
理。鼓励建设信息数据服务平台，采用智
慧管理系统，鼓励社会力量承接政府投资
社会足球场地的运营管理。要求对社会
足球场开展绩效评价，建立奖惩机制。

《指导意见》强调要完善社会足球场
配套设施，提高运营效益，鼓励多元利
用，支持延伸足球产业链，支持为学校青

少年提供场地、教学、培训服务，推进体
教融合。

《指导意见》还要求各地切实履行主
体责任，加强对社会足球场地运营管理的
指导和监督管理，将社会足球场地运行、
维护经费纳入本级预算管理，加大财政支
持，确保社会足球场地设施、设备正常运
行和持续服务。

两部委印发《指导意见》

2025年社会足球场地全面开放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 徐宗
福 图）昨日，2021年郑州市精品
剧目演出活动——“情暖新春”
专场文艺演出活动开启豫剧专
场演出（如图）。由市豫剧院带
来的新编原创大型古装豫剧《单
娘》精彩开演，吸引众多市民走
进郑州大剧院免费欣赏。

据了解，该剧由张宝英联合
著名剧作家王明山、著名导演丁
建英、著名作曲家汤其河创作。
作为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戏，该
剧具有很强的社会启示，通过讲
述家长里短的小故事揭示大道
理，向观众提出了“父母怎把儿
女养，敬望诸君细思量”的深刻
命题。

该剧讲述的是：明代中期，
贤惠善良的农家民妇单娘带着
儿子春显嫁给了在外经商的张
廷玉。婚礼当日，张廷玉的儿子
金瀚抗拒父亲再娶，连夜跑出家
门，单娘冒雨将其找回，接着，通

过真诚、真心地对待，逐渐化解
了金瀚的抵触情绪，一家人过上
了和谐的生活。单娘有着后娘
养大、备受折磨的经历，她定下
心一定要当好后娘，不能让没
亲娘的孩子受半点委屈，所以，
待金瀚比亲生还娇还疼，受到
了 婆 母 及 左 邻 右 舍 的 一 致赞
叹，张家集有个好后娘的名声不
胫而走……

十年以后，金瀚、春显两个
儿子都已长大，读书上进，颇具
出息，单娘倍感欣慰。接着一
件事情使单娘对金瀚产生了怀
疑，于是旁敲侧击，苦心相劝，可
被惯大了的金瀚陷入歧途，不能
自拔，赌博把家产输光。张廷玉
在外经商回来，愤怒异常，对单
娘进行严厉指责。面对父亲的
指责和后娘受的委屈，金瀚十分
后悔，亦非常窝火，想想自己被
黑赌场戏弄伤害的一切，铤而
走险，放火烧了赌场，被官府抓

进监牢。单娘赶到县衙，为儿
子申辩，但无力挽回“放火乃大
罪”的结果。春显考中状元，奉
命查巡到此，一家人公堂相聚，
面 对 如 此 境 况 下 亲 人 们 的 指
责，单娘悔恨交织，痛不欲生，
诉说出让人同情、令人深思的
满腹悲凉……

不少市民看完演出后表示，
豫剧《单娘》具有很高的思想含
量、艺术水准和文化品格，整台
戏依靠传统美学挖掘出来的人
性美征服了观众。

据了解，2021年郑州市精品
剧目演出活动——“情暖新春”
专场文艺演出活动由市委、市政
府主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
办，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四，市豫
剧院、市曲剧团、郑州爱乐乐团
等为群众连续奉献交响乐专场、
曲剧专场、豫剧专场等 14 场演
出，让广大群众在喜庆、热烈的
氛围中欢度春节。

“情暖新春”开启豫剧专场演出
《单娘》诠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以“河南嵩山龙门”命名的全新
河南足球队开始了冲刺新赛季的征程。除了更名之外，本
赛季河南队平稳开始，留用了主帅哈维尔，备战工作有条不
紊地进行中。

在春节假期过后，球队已经在中牟基地集结，开启第三
阶段冬训，备战新赛季中超联赛。备战首日，多拉多、舒尼
奇和周定洋 3大主力出现在训练场上，另外王上源、马兴
煜、罗歆、陈灏和老队长顾操等人与俱乐部已经完成续约。

在更名之前，全队今年第一次踏上航海体育场进行训
练，经过冬季的养护，航体的草皮质量相当不错，全队在新
草皮上愉快完成了训练任务。

在引援方面，哈维尔基本已经完成任务，伊沃、卡兰加、
多拉多早早续约，只是巴索戈遗憾出走申花。除了舒尼奇
加盟之外，对相对薄弱的位置进行了补强，从重庆队引进了
迪力穆拉提，而从广州队租借来的冯博轩已经归队，俱乐部
正在与广州俱乐部协商其买断事宜。

除了敲定有特点的内外援，俱乐部高层还大力启用青
训球员，今年冬训教练哈维尔就把刘家辉、徐世龙和韩东等
球员招入一线队进行考察，而曾经是U19队长的杜智轩是哈
维尔重点关注的对象。杜智轩出生于2001年10月15日，身
高187厘米，体重68公斤，司职中场。作为建业本土青训球
员，杜智轩未来有望代表“嵩山龙门”登上更高的舞台。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随着近日河南建业官宣正式改
名，整个中超联赛 16支球队更名基本完成，目前只有北京
国安与重庆当代没有官宣改名，不出意外的话，北京国安应
该叫作“北京队”，重庆当代则是“重庆两江竞技”。

在已经敲定的改名队伍中，江苏苏宁易购变更为江苏
队、广州恒大淘宝变更为广州队、上海上港变更为上海海
港、山东鲁能泰山变更为山东泰山、深圳佳兆业变更为深圳
队、上海绿地申花变更为上海申花、广州富力变更为广州
城、武汉卓尔变更为武汉队、河北华夏幸福变更为河北队、
青岛黄海青港变更为青岛队、天津泰达变更为天津津门虎、
长春亚泰完成股权变更保留原名、河南建业变更为河南嵩
山龙门、大连人保留原名。

中超联赛16强
更名接近尾声

本报讯（记者 成燕）为让“就
地过年”的群众享受丰富的文化
大餐，春节期间，郑州图书馆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各主要
对外服务窗口均正常向广大读
者开放，并精心策划系列“文化
大餐”。

春节期间，该馆以“线上为
主、线下为辅”为基本原则，充分
发挥资源优势，组织开展系列线
上线下活动。送一份书香福气
给读者已成为郑州图书馆的新
年传统。正月初一上午，该馆负
责人为新春第一天来馆的读者
送上60份图书及新春祝福。

假期中，该馆还举办了线上
天中系列公益讲座（非遗中的年
味儿、记忆阅读、名家戏曲分享
等）、辛丑话牛——2021 年迎新
春文化特展、“牛”转乾坤，等你

来挑战——郑图21天阅读打卡、
“致‘镜’你我，致敬生活”照片征
集、郑图微课堂、第 15届文津图
书奖获奖图书展、“再见庚子，你
好辛丑”流动的艺术馆展览、少
儿线上电子资源展、知识小视
界、国图公开课、“春联对对碰 翰
墨迎新春”活动等，受到读者欢
迎。尤其是 2 月 13 日下午举行
的“如何提高记忆阅读”讲座在
线观看人数超过8万人次。

据统计，春节假期，郑州图
书馆接待进馆读者 1.1 万人次，
成人图书借还4417册次，少儿图
书借还2954册次，举办全民阅读
推广活动 31项 190场次，线上线
下参与读者 20.8万人次，充分发
挥了引领阅读、传播知识、传承
文明的职能，使广大市民度过一
个充满书香气息的春节。

本报讯（记者 秦华）2月
21 日晚，由河南豫剧院二团
演出的新编历史豫剧《义薄云
天》在深圳大剧院落下帷幕，
为 2021年福田新春艺术节豫
剧人李树建“忠孝节义”四部
曲演出圆满画上了句号。

新编历史豫剧《义薄云
天》是河南豫剧院二团 2020
年搬上舞台的一部作品，也是
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剧协
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

“忠孝节义”四部曲的收官之
作。该剧选取了关羽一生中
的重大典型事件，紧扣一个

“义”字，突出一个“情”字，热
情讴歌关羽玉可碎不改其白、
竹可焚不毁其节的高贵品质，
深入开掘关羽身上体现的忠
义精神的时代价值，塑造了一
个义薄云天、有情有义的关羽
形象，把兄弟情义上升到民族
大义、家国情怀。

包括李树建在内的河南
豫剧院二团人，都不以武戏
见长，也正因此，出演《义薄

云天》被李树建自称为“赶鸭
子上架”挑战“老爷戏”，他希
望以新的剧目创造，来推动
豫剧艺术的传承、发展。同
时以老带新，带出一批年轻
演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把
接力棒交到年轻人手里”。
在这台戏中，很多年轻人站
上了舞台，充满青春气息。

虽是关公戏，《义薄云天》
却没有弱化其他人物形象，奸
诈的曹操、沉稳的刘备、鲁莽
的张飞，都具有鲜明的人物个
性。丰满的人物形象、令人热
血沸腾的故事情节，让深圳观
众为之震撼。

此次豫剧“忠孝节义”四
部曲演出赢得鹏城观众的广
泛赞誉。为了呈现最精彩的
演出，从大年初五早上 6点开
始，舞美队员就进入剧场加班
加点赶工装台，演出期间更是
连夜倒台、置景，全体演出人
员每天三练，李树建和主演团
队更是坚守在舞台上，一遍遍
准备每一个细节。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大象
无形，大音无声。”在社会高速发
展、信息高速流通的新时代背
景下，当代社会的发展对捍卫
国家安全、守护国家资源和反
谍 防 谍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
23 日起，立足这一背景，立体
真实呈现隐蔽战线上的国安战
士人物群像的国安题材当代都
市 反 谍 大 剧《暴 风 眼》将 在 东
方卫视东方剧场开播，以拳拳
之心热血致敬这些伏线千里、
探寻真相，于无声处默默守护
国家安全的忠诚卫士们。

电视剧《暴风眼》由杨幂、张
彬彬领衔主演，刘芮麟、代斯、王
东、王骁、石凉、施京明、章申、宁
心、廖京生、易大千等主演。该
剧聚焦当代都市背景下的国家
安全战线，讲述了以安静（杨幂
饰）和马尚（张彬彬 饰）为代表的
国安人员，努力侦破技术窃取案
件，保护国家稀有资源及重要科
研技术不被盗取的故事。

该剧日前发布“暴风中央”
版预告，首次揭示了以安静和马
尚为代表的国安工作者们在剧

中执行的重要任务——保护国
家稀有资源DS矿石及重要科研
技术DS材料人工合成技术核心
数据的安全。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国安战士们一明一暗
双线配合隐蔽侦查，与铤而走险
的间谍组织斗智斗勇，誓要揪出
隐匿在鼎华集团内部企图窃取
DS 材料人工合成技术的“沉睡
者”。

同时，多条极具看点的辅线
故事脉络也逐渐清晰，十年前发
生的事故是意外，还是背后另有
隐情；身份高度保密的国安战士
该如何面对父母日常的关切与询
问；当间谍组织试图拉拢腐化亲
人，国安战士如何阻止亲人走入
罪恶的深渊……“暴风中央”版终
极预告以有节奏感的剪辑，搭配
具有悬念感和线索感的画面内
容，让错综复杂的案情线索和人
物关系彼此紧密交织，共同编织
起了一张绵实而有力的“网”。热
血忠诚的国安战士将如何在这重
重迷雾中抽丝剥茧，以坚定信念
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和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令人期待。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日前，
由星皓影业、中影股份、猫眼影业
等出品，王云飞导演的国漫电影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发布“万妖
来袭”版海报，宣布影片提档至今
年4月 2日清明节全国公映。

片方此次发布的海报充满浓
郁的暗黑风格，孙悟空横提金箍
铁棒来势汹汹，而西游群妖也首
度露出庐山真面，样貌狰狞凶悍，
令人不寒而栗。时隔 6年电影市
场重现国漫西游题材，此番大圣
归来开启正邪全面对垒，相信届
时影片将不负观众期待，以极具
冲击力画面和颠覆式的全新剧情
呈现孙悟空与西游经典妖怪的狂

热大战。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期间，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在票务平台
的想看人数迎来了新一轮的疯
涨，杀入票务平台猫眼、淘票票想
看榜单，排名第一，同时影片在抖
音等社交平台的话题热度也在春
节期间不断飙升。这部同档期想
看人数最多、最受期待的影片无
疑将成为清明档的头号选手。

伴随着提档消息的公布，影
片“万妖来袭”版海报也正式曝
光，海报中孙悟空怒持金箍棒孤
身迎战群妖，金角大王、银角大
王、多目鬼王、九尾狐等经典妖
怪也首度露面，正邪对垒势同水

火，一场狂热血战已经箭在弦
上；海报承接了电影的暗黑气
质，黑云滚滚，群妖环伺悟空，唯
有画面中央的唐僧，像一盏明灯
指引着身处危境的孙悟空，即使
再黑暗的世界，悟空为了师父，
纵然万劫不复，也会赴死一战。
而这也暗示了师徒之间将要经
历的劫难和互相守护的深刻羁
绊关系。此外丰富的细节也为
观众留下了诸多悬念：画面上方
形同骷髅的魔头究竟是什么身
份？背景中万妖厮杀是否意味
着三界将要大乱？种种疑点只
能等到 4月 2日清明节电影上映
才能一一揭晓。

一边是刚刚开始乒乓球专业训练不久的小队员，一边
是长期游走于各大业余乒乓球俱乐部及业余比赛的老球
友，当他们同台对决会带来怎样的惊喜？2月 21日下午，在
经开区辉煌乒乓培训基地，一场青涩“小将”大战资深“老
怪”的乒乓球交流赛欢乐举行，孩子们与老球友们相互切磋
共同提高，一起演绎快乐乒乓。

本次交流赛共有 32名成年选手和 24名青少年选手参
赛，成年选手来自郑州市各业余乒乓球俱乐部，青少年选手
则是在辉煌乒乓培训基地进行训练的队员。记者在现场看
到，无论是参赛选手还是场边观众，大家个个激情满满，或
为参赛选手打出一记漂亮击球叫好欢呼，或为选手们本该
接住而没接住的球而扼腕叹息，场上场下一台戏，大家尽情
畅享参与乒乓球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我们举办这次交流比赛既是一次全新尝试，又是一次
对快乐乒乓的践行，刚开始专业训练的青少年以基本功训
练为主，但是他们的战略战术较弱；而业余成年乒乓球选手
尽管多半是半路出家基本功差点儿，但是他们实战经验丰
富，而且很多人还有一手‘怪球’功夫，让他们之间切磋交流
可以说是各有所需，孩子可以增长打球智商积累实战经验，
大人则可以感受专业基本功训练下击球的速度和落点，体
验与专业球手打球的感觉。”前女乒国手、辉煌乒乓培训基
地创始人张辉向记者介绍说。

去年刚刚通过选拔赛入围国家乒乓球少年集训队8岁组
的我省乒乓小将苏醒，也出现在赛场上，作为从辉煌乒乓培
训基地走出去的“国字号”小选手，他的基本功和心理素质十
分过硬，与他交手的成年人也常常自叹不如，不时为他精准
漂亮的回球叫好。从4岁多就开始打球的苏醒是一位横板选
手，但他的偶像却偏偏是国乒男队直板选手许昕，“我跟他的
正手比较像，都挺好的。”苏醒自信地说，“打进国少队那一刻
挺高兴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打进国家队，获得奥运冠军。”

来自平顶山的王峰刚刚结束与一位小选手的激战，他
一边擦汗一边颇有感触地说：“这比赛打得很有意思，别看
他们年龄小，但毕竟受过专业训练，动作规范有速度，对球
的控制力比较好。而我们这些大人经常一起打，虽然球路
比较怪比较贼，但是想赢这些小家伙还真不容易。与不同
的对手过招，挺有意思。”

青涩“小将”大战资深“老怪”，快乐乒乓带来的不仅是
球场上的欢乐，还有乒乓球的魅力，更能进一步促进乒乓球
运动在我市的普及和发展。乒乓球的训练周期比较长，球
员成长比较慢，这几年河南乒乓球不断向上向好的方面发
展。去年国乒青少年队和少年队的选拔赛，河南一共有 5
位小将通过选拔入围不同年龄段的国乒队伍，整体成绩比
较理想。 本报记者 陈凯

“河南嵩山龙门”队
开始冲刺新赛季

青涩“小将”大战资深“老怪”

让乒乓快乐起来

都市反谍大剧《暴风眼》
致敬新时代下的奋斗者

图书馆里过大年
书香年味两相宜

豫剧《义薄云天》鹏城上演
“忠孝节义”四部曲深圳演出收官

新编历史豫剧《义薄云天》 河南豫剧院供图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提档清明节
大圣归来迎战万妖

2 月 22 日，
2021 年澳大利
亚网球公开赛男
单冠军塞尔维亚
选手德约科维奇
在墨尔本布赖顿
海滩展示他的第
九座澳网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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