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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里斯本 5月 29 日电
2020—2021 赛季欧冠决赛 29 日
在波尔图巨龙球场举行，图赫尔
率领的切尔西队凭借哈弗茨的制
胜球，1∶0小胜瓜迪奥拉执教的曼
城队，时隔九年再度夺得欧冠冠军。

切尔西队曾在 2012 年的欧
冠赛场折桂。巧合的是，当时的

“蓝军”和本赛季一样经历了中途
换帅，迪马特奥接过教鞭后率队
在英超赛场上战绩一般，但是在
欧冠决赛中却出人意料地通过点
球大战击败了拜仁慕尼黑队。而
本赛季图赫尔接班兰帕德后，不

仅在英超赛场上表现强劲杀入欧
冠区，同时在欧冠赛场上也一路
过关斩将，最终再次将“大耳朵
杯”收入囊中。

约有 14000名球迷入场观看
了本场欧冠决赛。开场第八分
钟，曼城前锋斯特林禁区内错失
良机。随后切尔西前锋维尔纳禁
区内射门被埃德森轻松化解。第
42分钟，切尔西队打破场上僵局，
22岁的英格兰新星芒特中场送出
精妙直塞球，哈弗茨带球晃过了
出击的埃德森后轻松推射入空
门。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 21岁

的德国国脚加盟切尔西后攻入的
首粒欧冠进球。

易边再战，曼城中场大将德
布劳内被吕迪格撞伤后无法坚持
比赛，只得含泪离场。切尔西后
卫詹姆斯禁区内有手球嫌疑，但
当值主裁并未判罚点球。已确定
赛季结束后转投巴萨的阿圭罗替
补出场，仍无法帮助曼城扳平比
分。最终切尔西队在图赫尔上任
后连续第三次击败曼城，夺得队
史上第二座欧冠冠军。而首次晋
级欧冠决赛的曼城队则只能无奈
接受失利的结果。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文/图）炫酷
的舞技、动感的音乐、青春的面庞
……刚刚过去的双休日，河南省体
育馆内外处处涌动着燃烧的激情，
2021 中国街舞联赛（郑州站）在这
里震撼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
余名街舞“达人”汇聚绿城，演绎炫
舞激情，起航崭新赛季。15岁的河
南姑娘刘清漪发挥出色，勇夺郑州
站女子组桂冠，用优异的成绩展现
了其超强的个人实力。

2021 中国街舞联赛郑州站的
比 赛 ，由 亚 洲 体 育 舞 蹈 联 合 会
（DSA）指导，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
育指导中心、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
（CDSF）、河南省体育局、咪咕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主办，河南省体育舞
蹈运动协会承办，河南省社会体育
事务中心协办。本站比赛也是今
年中国街舞联赛的揭幕战，随着比
赛的举行也标志着崭新赛季的起
航 。 中 国 街 舞 联 赛 设 有 霹 雳 舞
（Breaking）男、女组（14岁以上）、
霹雳舞（Breaking）U14组（不分男
女，14岁及以下，含 14岁，2007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霹雳舞团体
赛 Breaking Crew Battle（自 由
组队，每队 5～8 人，不分男女，无

年龄限制）4个项目组别。郑州站
两天的赛期内，全国各地的街舞

“达人”舞动绿城一较高下，经过激
烈比拼，最终各项目组别的名次各
有归属。

中国街舞联赛是由 CDSF 官
方认证的二级赛事，按照国际评分
标准，并且采用了积分制度，每一
站比赛后，参赛选手都将获取相应
的名次积分，并进行男、女组和
U14 组的全国排名。每年联赛全
部结束后，各组别排名前八名的选
手，将有机会成为中国霹雳舞国家
集训队成员，而积分榜也将随着中
国街舞联赛的进行不断刷新，保证
了国家集训队时刻拥有“新鲜血
液”，最终保存最具实力的霹雳舞
选手组建成国家队，征战 2024 巴
黎奥运会。

“动感不凡，不潮不玩”。除了
精彩纷呈的街舞赛事外，本次郑州
站比赛的主办方还在省体育馆外
广场设置了动感地带 MIGU FUN
潮流嘉年华互动区域，包括街头篮
球 体 验 、微 博 打 卡 互 动 ，MIGU
FUN等丰富的展区，观众现场可参
与投篮王、打卡同款动作等趣味小
游戏。

本报讯（记者 成燕）5月 29日，
“经山历海 豫见日照”文化旅游（河
南）系列推介活动在郑州启幕。中
国（日照）新闻摄影周优秀作品暨

“阳光海岸 活力日照”旅游摄影作
品全国巡展（郑州站）同时开展。

该活动由日照市政府主办，日
照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郑州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协办，旨在进一步
增强两市的经贸、文旅交流与合
作，激活暑期旅游市场活力。推介
会上，日照市政府与河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日照市文化和旅游局与中
美国际创业港河南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该市重点景区、旅
行社代表与河南知名旅行社签署
合作协议。

工作人员通过视频推介向与
会嘉宾全面介绍日照的旅游特色
和人文景观，为与会嘉宾展示山海

相依、宜居宜游的新日照。此外，
该市还设置文旅商品展示区，集中
展示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

中国（日照）新闻摄影周优秀
作品暨“阳光海岸 活力日照”旅游
摄影作品全国巡展（郑州站）于5月
29 日至 30 日在郑州举行，为市民
带来一场多彩日照的视觉盛宴。
此次巡展也是 2021中国（日照）新
闻摄影周优秀摄影作品全国巡展
的第二站，展览由中国新闻摄影学
会、日照市政府主办，日照市文化
和旅游局、日照日报社承办。展览
汇集三届中国（日照）新闻摄影周
参会摄影记者在日照拍摄的100幅
图片，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展现
了日照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
俗风情、社会发展，反映了近年来
日照文化旅游发展取得的新变化、
新发展、新成就。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两天角逐比拼，郑州市
全民健身月系列活动——郑州市第七届中小学生“简
化少林拳”锦标赛暨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昨日在郑
州市体育馆落下帷幕。来自全市各县(市)区中小学校
47支代表队的745名小选手汇聚一堂，演武比擂弘扬
民族传统文化。

本次比赛由郑州市教育局、郑州市体育局主办，郑
州市中小学生体育协会、郑州市体育总会、郑州市武术
协会、郑州市第十八中学等承办，设有个人和集体两个
大项。根据参赛选手的不同年龄分为高中组、初中组
和小学组三个组别。本次比赛除了设有主项简化少林
拳外，还设有国家规定拳、自选拳、42式太极拳、国家规
定器械、自选器械等项目，极大地丰富了比赛的内容，
也进一步促进了武术在我市中小学的普及和发展。

从 2007年下半年开始，由市教育局和市体育局
联合开展的“简化太极拳少林拳进课堂”活动，已开始
在我市市区小学进行推广。这一活动开展 14年来效
果显著，已经在我市各县(市)区 942所小学全部普及，
参与小学生人数达到了 42万余人。目前，我市初高
中学校也开始积极在校园普及推广“简化少林拳和少
林武术操”，得到了在校师生及家长的一致认可。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蔡
春秋）近日，“2021 中国（河南）国
际大学生时装周暨青年时尚创意
文化节”在新密市豫发·密兰小镇
闭幕。

本届时装周以“大河新声·非
遗新相”为主题，吸引众多知名服
装品牌、原创设计师品牌、高校优
秀作品等近 30场国际水准大秀轮
番上演，倾情展示原创设计、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多元魅力。以“165
潮模大赛”为标志，50多家院校、3
万名服装专业师生，完美演绎了黄
河文化与非遗元素的高度融合，线

上总浏览量达 1.4亿人次。与往年
相比，本届时装周交流层面更广，
规模更大，影响力更强，阵容更震
撼，亮点也更鲜明，无论是服饰秀
举办场次、院校和设计师参与数
量、品牌国际化程度、传播力等指
数均创历届新高。

据了解，自2018年河南举办首
届大学生时装周以来，经过 4年发
展，中国（河南）国际大学生时装周
暨青年时尚创意文化节已经成为
中部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盛会之一，
成为推动中原文化与时尚潮流融
合的宽广平台。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 刘超
峰 文 通讯员 雷乃益 图）昨晚，历时 9天的
第十四届全运会散打资格赛在漯河体育馆
落下帷幕。作为“王者之师”的河南散打队
再一次显示出强大的整体实力，在全部 5个
单项中均拿到了出线资格，其中 4个单项进
入决赛，最终取得了3金 1银的优异成绩，也
为未来的决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河南队在男、女团体和男子 75 公斤级
和90公斤级4个单项中都是一路过关斩将，
顺利挺进决赛。在首先进行女子团体决赛
中，河南队遗憾负于安徽队屈居亚军。紧接
着男子团体决赛中，河南男子团体队毫无悬
念击败福建获得冠军。而在个人比赛中，河
南队的男子75公斤选手柳文龙和90公斤级
的王少华在决赛中，由于对手弃权不战而胜
获得冠军。这样河南队在本次比赛中共摘
得三金，成为参赛各队中最大赢家。

本届全运会预赛共设男、女团体和男子
60公斤级、75公斤级和 90公斤级 5个单项，
每个单项的前 12名获得决赛席位，来自全
国的 32支队伍的 296名选手齐聚漯河。河
南队此次派出的 11名选手，是一个以老带
新的阵容，参加女子团体比赛的 3名运动员
中，李玥瑶和贺晓朵都是上一届全运会的冠
军队成员，8名男子选手中，申国顺、叶翔、孔
洪星也都曾在上一届全运会上获得了金牌。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射击运动
管理中心获悉，在日前于山西临汾结束的 2021年全
国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上，河南健儿发挥出色，共
射落2枚金牌和1枚铜牌。

本次射击飞碟项目全锦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射击
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射击协会等主办，设有男、女
双向，男、女多向，双向、多向混合团体等项目，共有来
自全国 24 支代表队的 300 余名运动员参加本次比
赛。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飞碟射击队备战东京奥
运会的重要实战，为全面检验国字号选手前一阶段训
练备战成效，国家飞碟射击队派出了 7名运动员参加
本次比赛，河南老将杜宇便是其中之一。

经过 9天激烈角逐，最终，身披国家队战袍的杜
宇发挥稳定，射落本次比赛男子多向的金牌，河南另
外一位老将武翠翠摘得女子多向的铜牌。

本次比赛还设立了男子双向、多向团体，女子双
向、多向团体 4个非全运会项目。最终，由武翠翠、周
超和王亚楠组成的河南队勇夺女子多向团体金牌，展
现出了不俗的整体实力。

本报讯（记者 成燕）5月 29日
下午，由中国美术馆、陕西省文联、
河南省文联、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河
南省美术家协会等共同主办的“三
界之外·王金岭大写意水墨艺术展”
开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本次展览共展出王金岭作品
62幅，涵盖其早年探索阶段、中年
艺术风格形成阶段和晚年笔墨提纯
阶段三个不同时期的作品，集中展
现王金岭在中国大写意创作上的象
征性语言探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
其自上世纪 70年代以来的风格流

变，可从中看到他孜孜以求的探索
过程以及深入思考、不断创新的艺
术理念。

开幕式结束后，还举行了王
金岭作品学术研讨会，参会艺术
家在对王金岭艺术特色和价值充
分肯定的基础上，对其中国水墨
大写意的创作和探索，在中国当
代水墨中的定位和影响以及独特
的文人风骨、独特感受进行了充
分探讨。

据悉，该展览在中国美术馆 5
号厅展出，将持续至6月 7日。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5月 28日，河南嵩山龙门
一线队和各级梯队队员享受难得的清闲，与近千名球
迷相聚在建业足球小镇，参与“我家住在黄河边”建业
足球小镇嘉年华——河南嵩山龙门足球俱乐部专场
活动，共同开启一段快乐运动的旅程。

足球公园里，炎炎夏日也不能抵挡球员和球迷朋
友的友谊互动赛。蹴鞠球墙、多若球场……北欧智乐
园的智能足球体验让球员和球迷玩得不亦乐乎，仿佛
进来这个乐园，大家都回到了童年时光，尽情享受足
球带来的快乐。

足球印记展为大家展示了足球运动及河南足球
发展的过程，希望用这个方式发扬和传递足球运动所
倡导的团结奋进和拼搏进取的精神信念，通过这些展
品重新打开足球的历史空间，见证足球精神在一代人
与一代人之间的传承。

“我家住在黄河边”杂技文化秀是由建业集团与
河南杂技集团联手打造，于 5月 21日至 30日在足球
小镇隆重上演。以沿黄河九省（区）的民俗风情为创
作基础，以黄河儿女精神风貌为创意价值导向，让更
多观众体验黄河文化的深厚魅力。

观看演出前，河南嵩山龙门一线队主教练哈维尔
和球员周定洋来到台上，答谢一直以来支持球队的社
会各界人士。哈维尔希望尽快回到主场在球迷面前
比赛，现场球迷用熟悉的加油助威声回应了球队，希
望全队尽快走出低谷，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中超赛场。

全运会武术散打资格赛收官

河南队强势揽3金

射击飞碟项目全锦赛收枪

我省健儿射落2金

中国（日照）新闻摄影周
优秀作品巡展走进郑州

中国（河南）国际大学生时装周
暨青年时尚创意文化节闭幕

大写意水墨艺术展
亮相中国美术馆

演绎炫舞激情 起航崭新赛季

中国街舞联赛燃动绿城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745名中小学生
比擂“简化少林拳”

建业足球小镇嘉年华
开启快乐运动旅程

切尔西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切尔西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新华社／路透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苏州5月30日电（记者 王恒志 马邦杰）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第二轮预选赛（40强赛）A组赛事
30日在江苏苏州奥体中心重燃战火，中国队 7∶0大胜关
岛队，继续排在小组第二。

本场比赛前，少赛一场的中国队四战积 7分，已经落
后五战全胜的叙利亚队 8分，基本无缘小组头名，要想争
取以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二出线，最后四轮比赛不容有
失。本轮中国队的对手是小组最弱的关岛，后者五战皆
墨小组垫底，此前首次碰面中国队7∶0大胜对手。比赛开
始后，关岛队收缩半场防守，国足围攻近19分钟才觅得机
会，多名球员前场反抢成功，武磊突入禁区被放倒，他主
罚点球一蹴而就，为中国队打破僵局。第39分钟，吴曦送
出直塞，金敬道破门，中国队半场2∶0领先。

易边再战，李铁用阿兰换下金敬道。第54分钟，武磊
在点球点附近接张稀哲任意球，一脚抽射破门，比分变为
3∶0。此后李铁又换上韦世豪加强攻势，第 60分钟王燊
超左路传中，吴曦门前抢点破门，4∶0。5分钟后，张琳芃
又助攻艾克森头球破门，5∶0。第 83和 87分钟，张玉宁和
韦世豪分别助攻阿兰，后者两度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为
7∶0。全场比赛关岛队没有一脚射门，比赛完全成为半场
攻防演练。

本场获胜后，中国队继续位列小组第二，接下来将依
次对阵马尔代夫、菲律宾和叙利亚队。

世预赛40强赛国足大胜关岛

中国队球员阿兰中国队球员阿兰（（左前左前））在打入中国队第七粒进球后与队友韦世豪庆祝在打入中国队第七粒进球后与队友韦世豪庆祝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肖艺九 摄摄

刘清漪在比赛中刘清漪在比赛中

切尔西夺得队史
第二座欧冠奖杯第二座欧冠奖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