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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帅 杨
丽萍 见习记者 刘地 文 李焱 图）10日
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亭”落
地郑州图书馆、“恰百年风华 中原儿女
心向党”献礼建党百年系列群众文化
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图书馆一楼举
行，“我想对党说句心里话”视频征集
活动同时启动。

本次活动由中共郑州市委宣传
部、郑州市文明办主办，郑州报业集
团、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郑州广
播电视台协办，郑州图书馆承办。

“朗读亭”首现中部六省
“朗读亭”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

出的大型文化情感朗读类节目《朗读
者》的线下活动及重要互动内容，《朗

读者》播出两季以来已经在全国采集

了数万人的情感故事，摆放在全国 28

座城市的 151个地标性区域的朗读亭

受到热烈欢迎，唤起了人民群众对于

文学的渴望和朗读的激情，开启了一

个全民朗读的新时代。第三季央视

“朗读亭”正式落地郑州图书馆，与广

大市民读者见面，这是“朗读亭”在中

部六省首次亮相，必将成为中原文学

爱好者的文化打卡圣地。

此次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以“朗读

亭”为载体，以自由朗诵为形式，立足

郑州，放眼中原，将中原大地的人物故

事与传世佳作相结合，以文化人、以声

感人，打造一场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

盛宴，体现郑州的精神风貌和担当。

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每天 10

时至 18 时，位于郑州图书馆的央视

“朗读亭”将对广大市民及读者免费

开放。经现场登记后，市民即可进入
亭子，朗读自己选定的文字内容。届
时，高清的摄像和录音设备将记录下
您的声音和影像。郑州图书馆将从

“朗读亭”收集优秀音视频素材，在各
大媒体、各大平台做专题报道，并择
优推送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频号
对外发布。

多彩活动点燃朗读热情
最是书香能致远，言为心声情更

浓。朗读，让经典与个体发生奇妙的
化学反应，展现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
情感，更好地实现文化感染人、鼓舞
人、教育人的传导作用。启动仪式现
场，童声朗读的《我是爱读书的孩子》
和配乐诗朗诵《黄河颂》，让现场观众
沉浸在朗读的魅力之中，也点燃了无
数郑州人的阅读热情。

此次系列群众文化活动还将陆
续举行“红色经典”赏析会——建党
100 周年献礼、同心童语·梦想舞台

——少儿专场和音诗画专场群众文化
活动等。

“我想对党说句心里话”
全网征集

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央视曾推
出《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

“幸福是什么？”有的回答真情流露，有
的回答让人笑出声来。“你幸福吗”，一
时火遍全国。

今年恰逢建党百年，同时启动的
“我想对党说句心里话”征集活动，邀
请中原儿女用发自肺腑的声音表达
心中对党的炽热敬爱之情，对党大声
说出心里话。我们将录制 15 秒的短
视频，传播你真诚、朴实、简约的“心
里话”。

比如——
“从小长辈就教育我们说，吃水不

忘挖井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中国共产党在我心中就是那指引
方向的明灯，给予我力量指引着我一
路前行！”

“一百年悠悠岁月，愿你归来仍是
少年，带领人民奔向幸福安康。”

我们将走上街头，深入田间地头、
车间厂矿等录制你对党说句心里话的
视频，还将邀请大家现场打卡“朗读
亭”，说出你的心声。

无论你身在可处，都可以录制视
频，录制时先说清楚自己姓名、职业、
是否为共产党员，时长不超过15秒，发
送至邮箱:zzqmt123@163.com，标题
上备注“恰百年风华 中原儿女心向党
我想对党说句心里话”，我们经过剪辑
制作后将会在全平台展播。

“恰百年风华 中原儿女心向党”献礼建党百年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启幕

“我想对党说句心里话”
视频征集邀你深情“告白”

央视“朗读亭”落地郑州 系首次亮相中部六省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国务
院公布文化和旅游部确定的第五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河南有12项非遗入选，涉及民
间文学、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
传统医药、民俗等多个类别。至此，
我省非遗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25个，
涵盖衣食住行等生活方方面面。

12 个入选项目中，有 7 项入选
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分别是：民间文学《玄
奘传说》，曲艺《陕州锣鼓书》，传统

美术烙画《南阳烙画》，传统技艺类
的鲁山窑烧制技艺（鲁山花瓷烧制
技艺）、金镶玉制作技艺（郏县金镶
玉制作技艺），小吃制作技艺（逍遥
胡辣汤制作技艺），民俗（老子祭
典）。

此外，幻术（宝丰魔术）、商丘火
神台庙会、中医诊疗法（张氏经络收
放疗法）（宋氏中医外科疗法）、农历
二十四节气（内乡打春牛习俗）等 5
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河南 12 个项目
入选国家级非遗

本报讯（记者 秦华）同唱红色经
典，共抒感恩情怀。6月 9日下午，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
名戏曲艺术家同唱红色经典”主题
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

“百名戏曲艺术家同唱红色经
典”主题活动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息广播、戏曲广播策划发起，河南省
戏剧家协会、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
中心等共同承办。

活动充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以

红色精神谱系为链，生动展现共产党
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光辉历程、百年
风华，是中原儿女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的艺术呈现，也是我省戏曲人向
党的百年华诞的深情献礼。

本次活动汇聚了包括 20位“中
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在内的100位
戏曲名家，展演剧目既有缅怀革命
先烈、传承红色精神的红色题材作
品，又有着眼现实、讴歌时代的现实
题材剧目，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百名戏曲艺术家同唱
红色经典主题活动开启

阅读，可以遇见最好的自己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帅 杨丽萍 见习记者 刘地 文 李焱 图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北京时间明日
凌晨3时，意大利队与土耳其队将在罗马
奥林匹克体育场，打响 2020欧洲杯揭幕
战。24支球队，622 名球员将全力以赴
为奖杯而战，无论最终哪支球队捧起银
杯，都将点燃全球球迷的热情和希望。

本次是欧洲杯扩军后的第二届，不
仅囊括了英格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法国、荷兰、葡萄牙等球迷熟知的老牌劲
旅，还有世界排名第一的比利时。从实
力、经验、阵容的平衡度来看，法国无疑
是最大热门。德尚作为球员已经拿齐欧
洲杯和世界杯，作为教练也拿到了 2018
年的世界杯，若本届夺魁将成为超级满
贯的历史第一人。高卢雄鸡 3线人才辈
出，3年前夺得世界杯的班底依旧多在巅

峰期，本泽马时隔6年回归令锋线如虎添
翼，头号热门实至名归。

从夺冠热度来看，八大豪强相差
不大，但比起法国，其余 7 队短板相对
明显。

每一次大型足球赛事都可能有很多
冷门存在，不过，本次欧洲杯很难有爆
冷，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局已经基本确定，
即便土耳其、俄罗斯、瑞典、丹麦、波兰、
威尔士、匈牙利等队具备爆冷的潜质，但
以他们的整体实力和状态，很难完成如
此强大的飞跃。因此，本届欧洲杯冠军
热门，仍然会是传统强队。

6月 12日～7月 12日欧洲杯将奉献
51场精彩的比赛，伴随着炎炎夏日，让我
们静待激情来袭吧。

炎炎盛夏足球盛宴明晨开席
“豪门恩怨”角逐欧洲之巅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有惊无险
以 2∶0拿下难缠的菲律宾之后，国足
进军12强的信心更足了。北京时间
明日凌晨1点，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
中国队迎来小组赛倒数第二轮的比
赛，对手是传统“鱼腩”马尔代夫队，该
队世界排名仅仅第155位。因此这场
比赛国足尽管轮换也必须全力出击，
不仅要击溃马尔代夫，而且要全力刷
净胜球，为进军12强趟平道路。

中国队与马尔代夫队过往 5次
交手，中国队全部取胜，打进23球仅

失 1球。双方首回合较量，马尔代夫
主场 0∶5大败，艾克森梅开二度，吴
曦、武磊、杨旭先后建功。为了在最
后一轮保证以最强阵容死磕叙利亚
队，主帅李铁很可能在对阵马尔代夫
的比赛中雪藏大部分主力。

这场比赛国足的目标很明确，
全力冲击胜利，多捞净胜球。如果
拿下3分，国足将在最好的小组第二
的积分榜上反超阿曼、伊朗、阿联
酋、乌兹别克斯坦四队，这意味着国
足将迎来最好的机会。

国足明日凌晨迎战“鱼腩”
轮换主力也要狂捞净胜球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
从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获悉，
在日前于河南省体育场体校超强乒
乓球俱乐部结束的 2021 年河南省

“蝴蝶之星”乒乓球争霸赛上，郑州
小将发挥出色，共斩获2枚金牌、1枚
银牌和2枚铜牌。

本次河南省“蝴蝶之星”乒乓球
争霸赛，由河南省乒羽网运动管理
中心、河南省体育场支持，设有男、

女 A 组（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男、女 B 组（2012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4个组别，竞赛
项目为单打。共有来自全省各地体
校、俱乐部等 25支代表队的 224 名
适龄小选手参赛。经过 2天激烈角
逐，最终，郑州市乒乓球队小将冯琦
粼、杨佳煜、杨子璇包揽女子 B组前
三名；吴韶恩、何炫熠分获男子 B组
的金牌和铜牌。

省乒乓球争霸赛收拍
郑州小将斩获 2 金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河南
省网球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在
郑州市郑东新区举行。未来，新一
届河南省网协将充分发挥河南网球

“带头人”的作用，发挥我省超大规
模市场的优势，全力服务我省广大
网球爱好者，积极推进“网球+教育+
文旅+科技+大健康”五位一体跨界
融合发展，助力河南网球再腾飞。

河南省网球协会自1991年成立
以来，吸引了省内 17个地市网球组
织的加入。第四届河南省网协自
2012 年任期以来，在推进全民健身
活动开展、加速网球运动普及、引入
高水平国际赛事、制度建设和提升

管理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
得了良好效果。

除了“五位一体”跨界融合发展
外，新一届河南省网球协会，还将启
动编制省网球协会和省网球产业发
展 2021～2026 年 5 年发展战略规
划；积极搭建协会国际化全媒体宣传
平台、品牌化、数字化协会信息服务
平台；加大网球运动的推广和网球赛
事的宣传力度，提高我省网球赛事的
知名度，为网球事业健康发展营造良
好的舆论环境；积极组织和承办国际
性、全国性、省市级网球赛事。

张忠义当选为新一届省网球协
会会长。

新一届省网球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秦华）《康震古诗
词 81课》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书中，康震选取了从汉代至清
代 36 位诗人的 81 首国民必读古诗
词进行解读。

书中，小到诗词的字句意象、文
史典故，大到诗人身世、人生心境，
旁征博引，会通古今，带大家进行共
情式阅读，多维度切入，引领读者穿
越时光，去会晤千百年前诗人内心
那些深情唯美、绚烂多姿的诗句，使
读者在感悟诗词人生、品味诗词之
美、赏玩诗词之趣的同时，提升文学
修养和艺术品位。

《康震古诗词81课》中每首诗的
讲解字数在 2000字左右，读者大概
8 分钟可以读完，很适合碎片化阅
读、大众阅读，但是在短小精悍的篇

幅中，作者旁征博引，把诗人的人
生、交际，名诗的形成、流传等都涵
盖了，内容十分丰富。如何在适应
当下碎片化阅读习惯的同时，又能
做到干货满满，康震给出了精彩的
解释：“单篇合成一章，连缀便可成
史。”在写作过程中，通过互文互见
的方式，从个体扩展到群体，诗人们
相互勾连，便形成了诗坛，折射出一
个时代。所以，这本书的结构就是：
一诗一人一时代。

康震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自从在央视《中国
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朗读者》等
节目讲解古诗词以来，以博学多识、
文采斐然的讲解风格赢得广大读者
的喜爱，成为大众心目中古典诗词的
代言人，有“诗词才子”的美誉。

解读国民必读古诗词

《康震古诗词81课》出版

6月9日，乌克兰男足国家队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进行训练，备战将于当
地时间6月11日开幕的欧洲足球锦标赛（欧洲杯）。 新华社发

童声朗读《我是爱读书的孩子》

诗朗诵《黄河颂》

市民在朗读亭里朗读

昨日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朗读亭”落地郑州图书馆、“恰
百年风华 中原儿女心向党”献礼
建党百年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正式
启动。在启动仪式上，来自各行
各业的朗读者走进“朗读亭”，通
过重读经典和朗诵的形式，讲述
中原儿女的“黄河故事”，表达中
原儿女心向党的真情。

学生朗诵赢得满堂彩
“我是爱读书的孩子，把书籍

当作海洋，快乐地遨游；把书籍当
作高山，奋力地攀登；我是爱读书
的孩子，我把天空、大地、河流、大
山，也当作一本本的书……”启动
仪式上，6 个可爱的孩子用声情
并茂的童声朗诵了《我是爱读书
的孩子》，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

从河南省实验小学、伊河路
小学、文化路一小赶来的他们，最
大的 9 岁，最小的 6 岁，“这首朗
诵其实也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辅
导老师李孟丽说，“我们平常也总
对孩子们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气
质并不是你穿了什么衣服，买了
什么鞋子，而是通过阅读书籍，让
知识内化到心里，这样才能提升

自己的气质。”

郑州读书风潮新开端
“阅读，遇见最好的自己。”毕

冠领是一名来自河南省第一强制
隔离戒毒所的基层民警，这一次

“朗读亭”落地郑州他心里十分
欣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
亭’栏目在中原六省中唯独选中
了郑州，既是对郑州人民阅读底
蕴的肯定，也更加推动了郑州人
民对朗读的喜爱。这一动作，将
成为郑州读书风潮的又一开端，
郑州也将迎来全民阅读的新起
点。学海无涯苦作舟。当这扇门
被推开，就再也停不下脚步，郑州
也将越走越远，越走越强。”

《道德经》是他近期最喜欢读
的书，已经翻了四五遍了，仍然
意犹未尽。他说，人总有失意、
迷茫的时候，有些人会选择与朋
友倾诉疏解情绪，有些人就会选
择喝酒吸烟抑制内心悲伤，所有
的方式中，读书是最有效、最直
接 、最 低 成 本 、最 有 收 益 的 方
式。手持一本书，在哪里都可以
打开阅读。安静地读书，越读越
舍不下，越读越放松，内心也愈

发宁静。

一起来营造书香城市
“诗和春都是美的化身，一是

艺术的美，一是自然的美。我们
都是从目观耳听的世界里寻得她
的踪迹。”张凤是一位美学研究爱
好者，她朗读了《美的历程》卷首
语和《美学散步》中的美从何处
寻，除了抑扬顿挫的朗诵，她本身
得体的穿着打扮和优雅的气质也
吸引了众人。

“‘朗读亭’落地郑州很有意
义，我觉得对于弘扬中国文化，郑
州的书香城市打造都有特别帮
助。我们通过朗读，读什么，读给
谁，为什么读，以及我读这些作品
背后的故事等，都能展示一个朗
读者的心声。”张凤说，她希望大
家踊跃参加这样的群众文化活
动，大家一起来阅读，一起来营造
我们的书香城市。

“你越能忘掉自我，忘掉你自
己的情绪波动，思维起伏，你就越
能够‘漱涤万物，牢笼百态’，你就
会像一面镜子，像托尔斯泰那样，
照见了一个世界。如此既丰富了
自己，也丰富了文化。”张凤希望
用这段话与爱好阅读的人共勉。

@亿万中原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