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6 2021年3月22日 星期一 责编 王文捷 校对 孙明梅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ty＠163.com文体新闻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 刘超
峰）3月 20日，河南省足球协会第五届会员
代表大会在郑州M酒店召开，会议审议了
上届足协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足协理事会和负责人，现担任中国足协执
委的杨楠全票当选新任会长。中国足协特
意发来贺电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2016 年，河南省足协第四届会员代
表大会在国家有关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
脱钩的政策精神下，迈出了去行政化的
第一步，多位“体制外”人士进入足协领
导机构。而河南足协严格按照“五分离
五规范”要求举行的此次换届大会，则正
式完成了“脱钩”改革，新当选的会长和 8
位副会长以及秘书长均不在体育行政部

门任职。
曾经长时间担任过河南建业俱乐部总

经理的杨楠，离开俱乐部一线管理岗位之
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足球公益事业上，带
领河南足球事业发展基金会致力于足球的
推广与普及工作，旨在“成就更多足球梦
想”。目前她还担任中国足协执委，也是河
南唯一的一位中国足协执委会成员。在当
选新一届会长之后，杨楠表示：未来河南足
协会继续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为指引，从完善制度体系、加快高素质人才
队伍建设和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丰富完善
足球竞赛体系、加强足球产业开发和足球
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入手，推动河南足球事
业持续健康发展。

多位河南足球名宿参会也使得本次
会员代表大会成了一次河南足球的“群英
会”：“河南足球教父”王随生，专业足球时
代的代表人物杨炎柱、周延岭，从职业化
初期就成为建业队中坚力量的宋琦、聂
磊，2006年的冲超功臣陆峰、刘翔、姚冰、
张淼、王宇景，前女足国脚拜利芳等出席
了 会 议 。 在 会 议 现 场 还 有 一 张“ 洋 面
孔”——当年建业队中著名的罗马尼亚

“三剑客”之一，现在嵩山龙门俱乐部梯队
执教的波尔乌。群星荟萃、“多代同堂”，
共谋河南足球发展大计。新晋国脚王上
源还当选了新一届河南足协理事，只是他
因为随嵩山龙门队前往西安参加热身赛
而未能参会。

正在北京而无法到场参会的省体育
局局长万旭特意通过视频方式向会议的
召开表示祝贺，他说：“要深刻认识足球广
泛的影响力，认识到球迷对足球的挚爱，
是足球事业发展，更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不
竭动力；要深刻认识到协会的本质和功能，
在做好‘五分离’的同时，更要做好‘五规
范’，更好地为我省足球事业发展、为市场
主体服务。”

20日的会议上，还举行了河南省足球
协会和卡尔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战略协议
签约仪式，卡尔美近年来给予了河南足球
非常大的支持，随着此次和省足协正式结
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在未来还将会
有更全面、更紧密的合作。

河南足协完成“脱钩”改革
换届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和负责人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获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展示全市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主办，郑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各县（市、区）文化广电和旅游主管
部门承办的“童心向党 ”主题系列少儿才艺大赛活动将于4月份启动。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充分展示全市少年儿童才艺水平，引导少年
儿童从小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
据了解，系列活动内容包括艺术大赛、朗诵大赛、绘画大赛、作文大
赛、英语口语大赛书法大赛等。

艺术大赛以声乐、舞蹈、钢琴、管弦等才艺为比赛内容，搭建筑梦
圆梦平台，充分展现全市少年儿童健康向上的才艺水平；朗诵大赛则
通过语言表达展演，引导我市少年儿童学党史、知党情，提高阅读与
语言表达能力；绘画大赛引导孩子们用画笔向党致敬，绘出党的英雄
人物、党的丰功伟绩、党的光辉历程，同时用画笔展示美丽郑州，绘出
我市少儿的幸福生活、多彩童年；作文大赛以文字形式书写红色故
事、美丽家乡、美好人物、正能量事迹，激发我市少年儿童写作兴趣，
提高写作能力；英语口语大赛以弘扬红色文化、传播郑州文明为主要
内容，以英语口语为表达方式，培养孩子们的思维表达能力、公众演
说能力，提高少儿英语口语水平；书法大赛则侧重弘扬传统文化，展
示书法魅力，用书法作品表达对党的100周年华诞的祝福。

据悉，市民可持续关注“郑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了解
相关比赛最新信息。

新华社郑州3月21日电（记者 李丽静）下月洛阳牡丹花开时节，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牡丹博物馆也将于中旬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牡丹博物馆位于洛阳城市现代轴线最南端的南山公园，占地 73
亩，总建筑面积约 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3.5亿元。博物馆主体建筑
共 12层，其中地下一层，地上十一层。博物馆主体建筑采用传统中
央殿堂、四隅重楼的唐风建筑章法，底层设檐廊，副阶周匝、四面抱
厦、屋顶重檐，其他各层均为单檐。

牡丹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牡丹专题博物馆。它以洛阳牡丹
悠久的栽培历史、丰富的品种、深厚的牡丹文化、独特的牡丹产业等
为题材，用“传播”“创造”“研究”三个关键词，通过陈列展示，传播牡
丹文化，科普牡丹知识，推进牡丹产业。同时博物馆开展牡丹文化、
河洛文化、黄河文化、古都文化研究。

据博物馆项目负责人介绍，4月中旬开放的展区为博物馆一层的
牡丹文化厅和顶层的观景平台，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目前，观景平
台已经达到开放标准。牡丹文化厅分为牡丹品格、牡丹诗文、牡丹谱
记、牡丹艺术、牡丹花会等5个单元，主要通过图文、实物、场景、多媒体
等手段，系统介绍牡丹文物、诗文、谱记、艺术等牡丹文化相关内容。

今年10月底前，牡丹博物馆将全面对外开放。

本报讯（记者 成燕）“一条大河就是一首颂歌，一篇史诗，一部历
史，一个时代。”3月 20日下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
授葛剑雄做客郑州图书馆“天中讲坛”，以《沿黄河探寻文明的历史》
为题，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深入阐述黄河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葛剑雄从河流影响文明的几大因素着手，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在
自然条件作用下，黄河成为中华文明摇篮的必然因素，黄河有利的自
然环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在读者互动环节，现场
观众和线上网友就黄河文化下政治、经济的发展，学术研究方法等方
面对葛教授踊跃提问。该讲座通过新华社现场云、百度直播、郑州文
旅云、百姓文化云等多个直播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吸引近60万线上观
众同步收看讲座。

讲座期间，葛剑雄以独特的史学视角展现了黄河与中华文明的
紧密联系，黄河对中华文明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分析说，未来，
黄河文明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将焕发新的活力。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颂黄河文化之磅礴，扬中州嵩
岳之华彩。3月20日，由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主办，郑州美术馆（郑
州画院）承办的“结缘——郑州美
术馆馆藏李智捐赠禅画艺术展”在
郑州美术馆新馆第六展厅开展。

据了解，李智是我国当代著名
书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
协会员、少林禅画大师。本次展览
共展出李智的200多件捐赠作品，
其中包括达摩禅画精品创作 53
件、禅书作品4件、各类速写75幅、
舞台美术作品61幅，以及连环画、
年画、海报作品资料若干。

该展览为年度长期固定陈列
展，共分为四个版块内容，分别
为：祖师行迹——达摩法相；武可
参 禅 —— 达 摩 武 像 ；万 物 造 化
——自然达摩；人间阅历——杂

画文献。这些作品生动展现了李
智画随时代、古今并容的艺术风
貌，以及平凡生活中所蕴含的禅
意、禅境、禅思、禅悟。

据介绍，郑州美术馆将以此

展为典范，根植中原腹地之文化
厚土，弘扬“一山（嵩山）一河（黄
河）”之美学精神，引导更多观众
感悟黄河文化和嵩岳文化的独特
魅力。

每年的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昨日，一场公益健步走活
动在开封汴西湖举行，百余名健步走爱好者通过徒步健走的方
式，践行“常运动助睡眠”的健康理念，唤起大众对睡眠健康及
质量重要性的认知。 本报记者 陈凯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郑州市体育局获悉，“体彩
杯”2021年郑州市围棋公开赛将于 3月 27日至 28日在商城饭
店举行。即日起，想要报名参赛的围棋爱好者可通过微信搜索

“郑州棋院”公众号，按照相应要求进行线上报名，报名截止日期
为3月 25日。

本次郑州市围棋公开赛由郑州市棋牌协会主办，郑州棋院、
郑州市冠领棋类俱乐部承办，设有团体赛和个人赛两大项，其中
个人赛为高段组、低段组、级位组和无级组 4个组别，团体赛则
是每支参赛队各有一名4个组别的棋手，4人名次之和即为本队
团体赛成绩。

郑州市围棋公开赛是我市围棋的一项传统赛事，每年举办
一次，旨在为广大围棋爱好者搭建一个纹枰对弈以棋会友的平
台，进一步促进围棋的普及和发展，助推我市围棋水平的提高。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杨丽萍）由《权力的游戏》导演布莱恩·柯克执
导，“黑豹”查德维克·博斯曼主演的电影《21座桥》上周五火热上映。
上映首日，电影就收获了一大波儿好评：“真枪实弹太爽了”“黑豹还是
那个超级英雄，让人热血沸腾”。当日，影片还曝光了最新主创特辑。

在电影《21座桥》中，查德维克·博斯曼饰演纽约警探安德烈·戴
维斯，从小的经历让他把成为警察当成一种使命。一次意外，戴维斯
被任命追捕一起重大涉毒杀人案的凶手，却意外发现案件背后可能
隐藏着巨大阴谋。

在最新曝光的主创特辑中，布莱恩·柯克表示：“查德维克·博斯
曼是我们率先想到的演员，有他在，我们就如同有了一部电影，一切
都是从查德维克·博斯曼开始的，他的魅力吸引了所有演员。”

为了完成追捕凶手的任务，影片主角安德烈·戴维斯封锁了凌晨
的曼哈顿，开启了一场 4小时的限时追凶。这样的设定让影片爽感
十足，扣人心弦。特辑中，查德维克·博斯曼表示，他饰演的安德烈·
戴维斯是一个复杂的角色：“电影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矛盾点，没有
人可以简单地被定义为好人或坏人。”

继斩获2021年金球奖影帝荣誉之后，日前，查德维克·博斯曼又
凭借电影《蓝调天后》获得了第 93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电影
《21座桥》也是查德维克·博斯曼生前最后的佳作之一。

上映首日，电影《21座桥》就收获了许多“自来水安利”，有观众表
示这是3月大银幕的重磅炸弹，真实的动作戏、枪战戏让人热血沸腾，
很多查德维克·博斯曼的粉丝也走进影院，感受他留下的这部电影。

本报讯（记者 陈凯）3月 23日，第十四届全运会乒乓球项目
的资格赛将在成都拉开战幕。届时，马龙、樊振东、许昕，刘诗
雯、陈梦、王曼昱等众多国乒高手将回到原单位带队出战。河
南乒乓球队将由男乒国手周雨和前女乒国手袁雪姣领衔 10名
男、女运动员出战，并力争多拿全运会决赛“门票”。

本次资格赛设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合双打，男、女
团体共7个项目。男、女单打获得前24名的运动员，男、女双打
和混合双打获得前16名的运动员，男、女团体获得前12名的队
伍，将拿到第十四届全运会乒乓球项目决赛阶段比赛的“门
票”。此外，参加决赛阶段男团比赛的队伍每队要有一名直板
或削球运动员，参加女团比赛的队伍每队要有一名直板运动
员，以便适应目前国外选手打法日益多样化的需要。

出战本次资格赛的10名河南乒乓球选手分别是，男队员周
雨、任浩、牛冠凯、于何一（此四人均为现役男乒国手）和刘东，
将参加男单和男团的争夺；女队员袁雪娇（前女乒国手）、王畅、
刘娅琳、马菀含、金梦妍，将参加女单和女团的争夺。此外，周
雨/任浩、牛冠凯/于何一出战男双，袁雪娇/王畅、刘娅琳/马菀
含出战女双，周雨/袁雪娇、任浩/刘娅琳、牛冠凯/王畅、于何一/
马菀含、刘东/金梦妍出战混双。

河南省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杨晓表示：“本次资格赛
对我们是一次考验，尽管男队中有四名国手，女队也有一名前
国手，但是我们的实力并不拔尖。必须要放低姿态，以力拼每
一个对手的心态去打好每一场球。我们现在就是立足眼前的

‘小目标’，力争多拿决赛‘门票’，其他的不用去考虑。”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3月 20日，河南嵩山龙门一线队做客
西安迎来一场足球热身赛，对手是中甲球队陕西长安竞技。经
过激烈角逐，嵩山龙门凭借多拉多和舒尼奇两名外援的进球，
最终以2∶1击败对手。

本场比赛，嵩山龙门派出大部分主力登场，外援多拉多和
舒尼奇均首发出场。第38分钟，多拉多造点并亲自操刀主罚命
中。第 66分钟，王上源助攻舒尼奇头球打进一球，将比分扩大
为 2∶0。其后长安竞技奋起反扑，并迫使舒尼奇打进一个乌龙
球，把比分追为1∶2。嵩山龙门此后没有再给对手机会，最终将
2∶1的领先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

据了解，打完这场热身赛之后，全队将回郑继续操练，备战
新赛季中超联赛。不过令球迷担心的是，主力核心外援伊沃和
卡兰加的归期还没有敲定，这对嵩山龙门的备战影响不小。

日本政府、东京奥组委和东
京都政府 20 日与国际奥委会和
国际残奥委会发表联合声明，宣
布海外观众将无法在今年夏天入
境日本。对于近 100万海外奥运
会和残奥会门票持有者来说，这
是一个坏消息，但对于奥运会来
说，无疑是多了一层安全保障。

去年 11 月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访问日本时，与日本方面达
成共识，承诺让“合理数量”的观
众在现场观看奥运会，对海外观
众入境也持乐观态度。当时日本
疫情形势稳定，但之后日本推出
的经济刺激措施导致全日本旅游
消费报复性反弹，伴随着人员的
大量聚集，疫情急转直下，菅义伟
政府 2月被迫宣布包括东京都在
内的多地进入紧急状态，一度放
松的入境限制也全部取消。这一
深刻教训，可以说是禁止海外观
众入境的直接诱因。

日本的疫情形势依然非常严
峻，东京都 17日的确诊病例超过
400 例，几个解除紧急状态的地
区疫情也有反弹苗头。因此，日
本政府计划在 21 日全面解除紧
急状态后，继续实施“全面暂停外
国人的新入境许可”管控措施，每
天 允 许 入 境 者 人 数 的 上 限 为
2000 人。《日经新闻》报道，日本
政府还将要求全部入境者下载可
以定位的APP，由国家设置的“入
国者健康确认中心”与入境者每

天进行 1 次视频通话，确认健康
状况。

奥运相关人士和运动员的入
境问题，肯定是作为例外加以特
别考虑的，因为 4月初，奥运会测
试赛将要重新启动。日本方面为
所有参会人员制定了详细的防疫
手册，除了入境检测外，原则上规
定所有人在近乎“真空”中行动，
避免接触当地社区。参加奥运会
和残奥会的运动员大约为 15400
人，来自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
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裁
判、官员、赞助商等，全部加起来
有数万人。东道主光是为这几万
人制定防疫手册就用了 3个多月
的时间，根本没有能力应对可能
入境的近百万海外观众。

过去一年，日本民众对于奥
运会的态度始终比较消极。民意
调查显示，今年初，第三波疫情最
严重时，超过 80％的日本民众希
望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取消或者
再次推迟举行。《读卖新闻》3月初
的民意调查显示，这个比例仍然
接近六成。民众态度消极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海外游客大
量涌入增加疫情恶化风险。今年
下半年，日本要举行自民党总裁
选举和众议院换届选举，为了应
对选情，期待连任的菅义伟政府
也只能被迫继续“闭关锁国”。

东京奥运会原本对海外游客
极其看重。按照日本各界的共

识，东京奥运会将向世界展示日
本的重建和复兴，标志着日本从
2011 年大地震的灾难中恢复。
日本企业也期望通过多领域的技
术升级让世界看到日本的革新。
同时，日本市场也期待东京在奥
运会期间迎来 200 万游客，刺激
2019 年因上调消费税率而遭受
打击的日本经济。这些宏大的目
标已经不可能实现。

禁止海外观众入境日本，并
不代表东京奥运会将闭门举行。
日本方面和国际奥委会将在 4月
底决定本土观众的数量。如同海
外观众的问题一样，决定权还在
日本政府手里。相信3月 25日开
始的火炬接力将成为日本方面的
一个重要参考，如果火炬传递没
有造成大的群体感染，本土观众
的前景将更加乐观。

为了筹办奥运会，日本已经
花费了大约 120 亿美元，缺少海
外观众造成的损失与可能带来的
风险相比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巴
赫和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都
曾表示，奥运会即使闭门举行，也
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只要有电视
转播，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方面就
能把损失减少到最低，这是各方
都能接受的底线。当然，对于原
本就是通过电视画面了解奥运会
比赛的全世界大多数人来说，可
能心理反倒更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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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禁止海外观众入境的背后

“童心向党”主题系列
少儿才艺大赛下月启动

洛阳牡丹博物馆4月开放

著名学者做客“天中讲坛”

黄河文明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将焕发新活力

超燃超燃限时追凶限时追凶

“黑豹”生前佳作
《21座桥》上映

全运会乒乓球资格赛

河南健儿全力争“门票”

嵩山龙门热身赛
击败长安竞技

市围棋公开赛邀您参战

禅画艺术展带你感悟嵩岳文化独特魅力

3 月 21
日，国足球员
艾克森（中）
在训练中。
当日，为备战
2022年世界
杯亚洲区预
选 赛 40 强
赛，中国国家
男子足球队
在上海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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