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点球、
红牌、逆转，这绝对是一场惊心动
魄的经典战役，可惜比赛的胜利
者不是河南，而是韧劲十足的重
庆。这是嵩山龙门意想不到的窝
囊失败，重庆两江竞技意外的胜
利，一场充满各种元素的“大戏”。

昨晚原本是嵩山龙门取得联
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然而在两球
领先的大好形势下，外援舒尼奇
被红牌罚下，全队心态失衡导致
被 2∶3逆转。这场比赛嵩山龙门
付出了两张红牌、主力射手图雷
提前受伤下场的惨痛代价。

河南和重庆是中超老对手
了，但 2020 赛季，由于特殊的赛
制，两队并没有交手。尽管时隔
一年多再次相遇，但两支球队并
没有任何秘密可言。2019赛季，
哈维尔在重庆队担任助理教练，
而张外龙则在 2018 赛季担任过
河南队的主教练，两人对于彼此
的战术打法以及球员特点都相当
熟悉。在管理层方面，河南嵩山
龙门俱乐部副总经理陈明也是重
庆队的熟人；球员方面，罗歆同样

面对旧主。重庆方面，上轮联赛
打进任意球的黄希扬也曾在河南
效力过数个赛季，这名年近 40的
老将在前三轮联赛场场首发，并
且贡献了1球 1助攻。

本场比赛，除了队长王上源
被罚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外，嵩
山龙门其他主力均悉数登场。开
场仅有 45秒，河南嵩山龙门取得
梦幻开局，多拉多依靠定位球破
门得分，帮助嵩山龙门以 1∶0 领
先。从比赛过程看，这个进球明
显经过训练且极具针对性，可见
河南嵩山龙门主教练哈维尔作为
前重庆两江竞技的助理教练，确
实对重庆比较了解。第 15分钟，
河南嵩山龙门外援布亚图雷受伤
无法坚持被换下，重庆籍球员陈
蒲登场。第 37分钟，陈蒲精彩突
破射中门柱。

易边再战，场上形势风云突
变。第 50分钟，嵩山龙门球员周
定洋门前小禁区左侧铲倒了陈
杰，裁判经过 VAR 视频确认后，
判罚了点球。不过费尔南迪尼奥
主罚的点球被守门员吴龑没收，

重庆两江竞技错失扳平比分良
机。第 54分钟，陈蒲接球转身突
入禁区，一脚低射破门得分，将比
分扩大为 2∶0。第 59 分钟，重庆
两江竞技队员杨帅禁区中路接黄
希扬的任意球传中，甩头攻门顶
进球门右下角，将比分扳成 1∶2。
此后令河南球迷担心的局面还是
发生了。第 67分钟，重庆两江竞
技获得定位球，嵩山龙门外援舒
尼奇挑战裁判自己去量步子，结
果两黄并一红下场，这也成为嵩
山龙门迅速急转直下的转折点。
第 69分钟，又是黄希扬任意球直
接打门，皮球直入右侧下角，将比
分扳成 2∶2。第 77 分钟，冯劲右
路起脚传中，重庆队本赛季新加
盟的外援博拉尼奥斯包抄捅射，
打入加盟后的第一个进球，重庆
两江竞技不可思议以 3∶2 逆转。
此后，嵩山龙门 30号钟晋宝被红
牌罚下，重庆两江竞技 11打 9，人
数上占据巨大优势。最后时刻，
周定洋极具威胁的射门被扑出
后，河南嵩山龙门不得不接受被
对手3∶2逆转的残酷现实。

2：3，嵩山龙门遭逆转

新 华 社 柏 林 5 月 8 日 电
2020~2021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
赛第 32 轮 8 日展开 5 场较量，拜
仁慕尼黑队在开赛前就已经确定
提前两轮夺冠的情况下，以 6∶0
大胜门兴格拉德巴赫队。多特蒙
德队主场以3∶2险胜莱比锡队，仍
然保留着赢得欧冠席位的希望。

由于莱比锡在先行开始的比
赛中告负，拜仁在比赛开始之前
就已经确定在队史上第 31 次夺
得德国顶级足球联赛冠军，这也
是拜仁连续第 9 次夺得德甲冠
军。比赛刚开始2分钟，在禁区内
无人看防的莱万接阿拉巴传中后
劲射入网。第 23分钟，穆勒中路
射门，将比分扩大。

此后，莱万愈发神勇，先是凌
空横扫再下一城，接着助攻科曼
打入本场比赛第 4 粒入球。第
66 分钟，莱万主罚点球命中，攻
入本赛季个人第 39 球。比赛结
束前 5 分钟，替补上场的萨内锦
上添花，最终拜仁 6∶0 大胜门兴
格拉德巴赫。

多特蒙德对阵莱比锡的比赛
也是 13 日即将在双方之间进行
的德国杯决赛的预演。多特蒙德
在 2∶0 领先的情况下，一度被追
平，最终在比赛尾声再进一球，拿
到在联赛收官阶段争夺欧冠席位
的重要三分。

本场比赛多特蒙德主力前锋
哈兰德仍然因伤缺阵，罗伊斯在

第 7 分钟带球杀到对方门前怒
射，将比分改写为 1∶0。第 51分
钟，桑乔小角度射门扩大比分。

两球落后的莱比锡展现出顽
强的意志，在 15 分钟内连入两
球，将比分扳平。第 87 分钟，桑
乔和格雷罗二过一配合后为多特
蒙德打入制胜一球。多特蒙德积
58分，领先少赛一场的法兰克福
两分而暂时排名第四。

同日，沃尔夫斯堡主场 3∶0
战胜柏林联合，继续排名第三。
不来梅在此前七轮连败后终于在
比赛中拿到积分，0∶0 战平勒沃
库森。已经确定降级的沙尔克在
上半场 2∶0 领先的大好局面下，
最终以 2∶4不敌霍芬海姆。

德甲：拜仁九连冠

拜仁球员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在四川成都举
行的2021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选
拔赛、第十四届全运会体操资格赛，结束了最
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夺得本次比赛女子个

人全能金牌的郑州姑娘芦玉菲再度闪
耀赛场，又将女子自由操的金牌和

平衡木的银牌收入囊
中，可谓是本次比赛最

耀眼的一颗明星。
今年 21岁的芦
玉菲堪称一员

“ 老 将 ”，
年 少

成名的她曾在2015年于福州举行的第一届全
国青年运动会体操比赛中大放异彩，斩获一
金一银两铜，以一系列高难度、高质量的动
作，让体操界记住了她。可惜的是，进入成年
组后，芦玉菲却饱受伤病困扰，不仅影响了国
内赛场的表现，也错过了多场国际赛事。好
在芦玉菲在教练组的帮助下，始终没有放弃，
用顽强的毅力为自己迎来了转机。去年在广
东肇庆举行的 2020年体操全锦赛上，芦玉菲
就有出色的发挥并取得了突破，摘得女子自
由操的铜牌和个人全能的第四名。这一次在
成都，郑州姑娘再一次突破自我——以总分
113.697 分的成绩勇夺女子个人全能金牌。

芦玉菲在拿下体操全锦赛个人首金的同
时，也为河南省体操队创造了历史——
为河南体操斩获首个女子个人全能项目

的全国冠军。
除了在

个人全能项

目上勇夺金牌外，芦玉菲在高低杠、平衡木、
自由操三个单项上也全部跻身决赛。5月 8日
进行的高低杠决赛，资格赛排名第二的芦玉
菲虽然出现失误掉下器械没有取得的理想的
成绩，不过在 5月 9日进行的平衡木和自由操
两个单项的决赛中，迅速调整状态的郑州姑
娘上演“王者归来”，她先是以 14.766 分的成
绩摘得平衡木的银牌，随后又在自由操的比
赛中以 13.966 分的成绩技压群芳勇夺桂冠，
又一次用出众的表现诠释了自己精湛的技
艺。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另外一名选手刘津
茹 在 5 月 8 日 进 行 的 女 子 跳 马 决 赛 中 以
14.349分的成绩获得亚军。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两个月的时
间，展现出良好竞技状态的芦玉菲闪耀体操
全锦赛，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已经进入
中国体操队东京奥运会备战大名单的郑州姑
娘更精彩的绽放！

本报记者 陈凯 文 新华社 图

昨日再夺一金一银

郑州姑娘芦玉菲
闪耀体操全锦赛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5月 8日，2021全国女超联赛在昆
明全面开战，河南建业女足出师不利，联赛首轮遭上海队1∶7
血洗。

上海女足是联赛老牌劲旅，是本赛季的夺冠热门之一，上
赛季上海女足拿到联赛第三名，她们曾击败过最终的联赛冠
军武汉女足，这也是武汉女足在去年的唯一一场失利。新赛
季，上海女足主力阵容变化不大，球队拥有唐佳丽等国脚，还
有上赛季联赛金靴赞比亚外援芭芭拉。

本场比赛，建业女足刚刚回来的国脚娄佳惠并未登场，而
上海女足则使用了全华班。比赛开始后，上海女足展开猛攻，
比赛第10分钟就率先敲开了河南女足的大门，但建业女足没
有放弃，与对手在场面上形成相持，第15分钟，董佳宝打入进
球，帮助建业女足扳平比分。随后，两队互有攻守，建业女足
虽然场面吃紧，但踢得非常顽强。半场结束前，上海女足再入
一球。

易边再战，上海女足乘胜追击，比赛刚开场就在3分钟内
打入两球，将比分扩大到 4∶1，这也击垮了建业女足的信心。
随着建业女足体能下降，上海女足再度发力，从第 69分钟开
始，在 6分钟内连入三球，最终比赛定格在了1∶7这个苦涩的
比分，河南建业女足联赛首轮就遭遇了一场惨败。

5月 11日，河南建业女足将迎来与广东梅州客家女足的
第二轮比赛。

女超联赛开战
建业首战不利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自行车现代五项
运动管理中心获悉，在当日于上海结束的2021年全国马术场
地障碍锦标赛个人赛决赛中，河南骑手哈达铁搭档坐骑发挥
出色，夺得银牌。此外，他还与队友毛立新、张腾、郭庆强分别
搭档各自坐骑，以完美的“人马合一”表现，将本次比赛团体赛
的金牌收入囊中。团体摘金个人夺银，河南骑手用优异的成
绩展现了在马术场地障碍项目上的不俗实力。

本次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由中国马术协会主办，分
为团体赛和个人赛两大项。团体赛于 5月 7日举行，共有北
京、上海、河南、辽宁、浙江、广西6支代表队的 22对代表省队
出战的人马组合参赛。经过两轮比赛的激烈角逐，由哈达铁、
毛立新、张腾、郭庆强分别搭档各自坐骑组成的河南队技压群
雄，以 16分罚分的成绩强势夺冠。广西队和北京队分列二、
三名。

各参赛人马组合参加团体赛的成绩也是本次比赛个人赛
资格赛的成绩，最终，个人总排名前 25名的人马组合获得了
参加 5月 9日举行的个人赛决赛的资格。个人赛决赛障碍高
度为 1.50米至 1.60米，障碍宽度不超过 1.70米，三横木宽度
不超过 2.00米，同样进行两轮角逐。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河
南骑手哈达铁搭档坐骑VEERLEDEVAUXELLES DH Z以
12罚分，82.65秒的用时，夺得个人赛决赛的银牌。两位北京
骑手额尔登·吉日嘎拉、马裕兴则分别搭档各自坐骑，获得了
个人赛决赛的金牌和铜牌。

马术场地障碍赛
河南骑手摘金银

新华社伦敦5月8日电（记者 张薇）会师欧冠决赛的曼城
和切尔西8日相遇英超赛场。曼城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主场
1∶2不敌切尔西，英超加冕时刻继续延后。

与本周出战欧冠半决赛的阵容相比，两队都做出了一定
调整，其中曼城将马赫雷斯、京多安等放在替补席上，中场大
将德布劳内未进入名单。切尔西也没有让德国新星哈弗茨首
发，芒特则干脆没有露面。

曼城若本场得胜就将提前 3轮收获英超桂冠，而斯特林
第44分钟的快速插上破门让他们看到希望。随后，热苏斯为
曼城赢得点球机会，只是阿圭罗主罚的勺子点球被切尔西门
将门迪轻松拿下。

阿圭罗的点球不中最终造成严重后果。切尔西下半场表
现明显提升，第63分钟由齐耶赫在禁区前沿劲射破门将比分
扳平。曼城随后换上京多安和福登期待有所突破，但再次进
球的却是对手。终场补时第二分钟，维尔纳在禁区右肋下底
传中，中路跟上的阿隆索右脚打门，皮球绕过门将吊入大门。

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坦言，失利让人感到悲伤，他们本想当
日就了结英超的战斗，但他同时强调球队总体而言表现不
错。接下来，球队将难得地休息6天，“我们将休息一下，然后
准备我们在纽卡斯尔的‘决赛’”。

欧冠决赛“预热”
曼城不敌切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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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阳光明媚，万物并秀。5月 8日上午，黄
河滩湿地公园处处洋溢着健康运动的笑脸。由郑州市委市直机关
工委、郑州市总工会主办，郑州黄河河务局、惠济区委组织部协办
的“2021阔步奋进 文明同行”健步跑比赛活动在郑州黄河湿地公
园成功举办。

此次活动共有来自郑州市直机关74家单位的1800余名选手
参加，健步跑比赛中选手们你追我赶、奋勇争先，充分展示了市直
机关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郑州报业集团也组成了30
人健康跑队伍，以实际行动践行全民健身的理念。

上午9时，健身跑活动正式鸣枪开跑，参赛队员们依次有序从
起点出发，顺利抵达活动终点。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们秉承“团
结、友谊、进步”的体育精神，互相鼓励、奋勇拼搏，在享受全民健身
活动带来快乐和健康的同时，充分展示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精神
风貌和团队活力。最终来自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的黄爱峰和郑州市
交通运输局的秦燕分获男女冠军。活动现场还为获得男、女前10
名的选手进行了颁奖。

此次健步跑比赛是郑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四季有你”系列活
动的组成部分，活动融入了优化营商环境践行签名，文明常识、党
史知识和垃圾分类等有奖知识竞答内容，为参与活动的市直单位
提供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文明实践活动和文明健康生活宣传等
活动的平台与载体，在进一步拓展丰富活动内涵的同时，为全市重
点任务不断推进、取得实效打好了思想基础。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有助于市直机关广大干部职工深入践行
全民健身理念，在党史学习教育、优化营商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等
工作中形成当先行、作表率的自觉意识，凝聚起奋斗“十四五”、奋
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为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
坚强保证。

市直机关健步跑鸣枪

本报讯（记者 秦华）5月 8日，“墨写河山·当代山水画系列展”
在河南省美术馆开幕。此次系列展由“山水之境·当代岭南山水画
邀请展”以及8位艺术家的个案研究展组成，为中原人民带来一场
山水丹青盛宴。

本次展览由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东省中国画
学会、河南省美术馆、当代岭南艺术研究院主办，广东省美术家协
会中国画艺委会、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当代
岭南公共教育协办，广州鲁逸文化承办。这是继2019年后，“当代
院风”展览再次来到河南省美术馆举办，以山水画的文化意涵为关
注点品读展出的当代山水画作品。

本次系列展寻求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关注当代中国山水画
的写生和创作。以“墨写河山”为题的本次系列展，涵盖了“山水之
境·当代岭南山水画邀请展”以及方楚乔、叶其嘉、羊草、陈龠、王保
安、蔡拥华、张东、梁焯韦等8位艺术家的个案展览。

漫步展厅，无论是大幅巨制还是斗方精品，众多山水画作气势
磅礴，壮美辽远、雄健苍茫，既继承了岭南画派的精神，又追随时
代、立足创新，致力于把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让人耳目一新。

方楚乔对造化自然的生命活力有独特的敏感，他的山水画有
着让人感到亲切的意境和可以步入的空间。叶其嘉的作品融入了
他对岭南水乡的情谊，丰厚的生活气息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水
乡画面貌。羊草的山水画恢宏壮阔，脱俗空灵，意境深远，体现出
新颖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文精神。陈龠的武夷山题材写生作品，
则在山林情怀之外，平添一份他与武夷山水之间的特殊情缘，也反
映了他自身艺术语言的变化。王保安多年来行走华山，以中国传
统水墨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华山的精神气场。蔡拥华的黄山
作品，在笔墨纵横之中体现出大山苍茫间的重量感和力量感，恢宏
格局里蕴含着清逸、空灵的气息和清旷高古的文人品格。张东的
山水画将客观自然的物象进行结构、组合，构成具有新意味的画
面，形成苍莽、旷远的气象。梁焯韦师承张东，从明清山水画中所
汲取的养分，涵养了他作品中古朴的气息。

本次展览将在河南省美术馆持续至 5月 17日，感兴趣的读者
可免费前去观展。

山水丹青盛宴开幕

本报讯（记者 成燕）刚柔并济的少林功夫表演，行云流水的汉
服走秀，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5月 9日，“羽裳华服——2021
郑州汉服文化艺术节”富士康工业富联专场选拔赛活动在富士康
郑州科技园举行，吸引百余名选手参赛。

在汉服走秀和才艺展示环节，百余名选手身着华服款款而来，
一挥手、一驻足，风雅至极；一回眸、一转身，柔情万千。穿上汉服
的他们以儒雅的姿态，展示了当代工人“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相
得益彰的时代新风采。其间穿插的笛子独奏《梦里水乡》、古典舞
《恋人心》和《礼仪之邦》等精彩文艺节目让观众目不暇接，仿佛穿
越千年，沉醉在这唯美雅韵中。

专门前来参赛的技术工人刘亚鹏说：“平日工作中，多是和机
器打交道，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传统文化活动非常开心。”该工厂工
程师、全国优秀共青团员、汉服表演选手刘静说：“作为资深汉服爱
好者，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青年人的责任，我会带
领更多的伙伴们一起加入汉服社，让更多人关注汉服、领略汉服之
美，传递正能量。”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共青团郑州市委主办，郑州文化馆、富士康郑州
科技园承办，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工会豫贤汉服社协办。评委们依
据选手们走秀的仪态、礼仪及才艺展示等进行打分，最终评选出冠
军、亚军、季军。此次选拔赛前十名可直接参加复赛，最后晋级成
功的选手将参加2021郑州国际时装周等大型活动。

汉服艺术节走进科技园

5月8日，西班牙人队球员在比赛后庆祝晋级西甲。当日，在
2020~2021赛季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第38轮比赛中，西班牙人
队客场以0∶0战平萨拉戈萨队，提前四轮重返西甲联赛。本场比
赛中，中国球员武磊在比赛下半场替补登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