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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追梦郑风华”

郑州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王
方方 马素文 文 李焱 图）“ 1921，
注定照耀史册；1921，永远铭刻心
间；1921，一部红色篇章的开笔；
1921，一个全新时代的起点。这一
年，一群选择了信仰的革命者，把
共产主义的火种在中国点燃……”
昨晚，“绿色周末”特别节目——

“百年追梦郑风华”郑州市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
在郑州大剧院歌舞剧场上演，吸引
众多市民前来重温红色经典，感受
家乡沧桑巨变。

该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整台演出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
情感依托，以党带领中国人民的百
年奋斗为时间背景，节目内容围绕

“二七大罢工”、新时代郑州建设成
就，突出展现郑州儿女坚定跟党走
的理想信念，真切表达了对党的深
挚情感。演出节目形式新颖多样，
涵盖了郑州歌舞艺术中心、市豫剧
艺术中心、市曲剧艺术中心、市艺

术创作研究院、市杂技团、郑州爱
乐乐团等我市文艺院团近年来创
排的精品节目。由著名作词家阮
志斌等创作的情景音诗画《记忆永
恒》大气磅礴，拉开本次演出的序
幕。男声独唱《二七塔的钟声》引
领革命精神，舞蹈《秀色》《奔跑吧，
幸福》展现了我市精品文艺的多姿
多彩，音乐歌舞剧《大城小爱》传达
了当代郑州年轻人生活的温暖，情
景表演唱《我家的民宿》、男声独唱
《站在这里看黄河》表现了新时代
黄河文化的新发展，戏曲联唱《梨
园同辉》是我市戏曲创作中最经典
唱段的集锦式表现。杂技《红旗飘
飘》、小品《有戏一家人》、诗朗诵
《旗帜下的誓言》、独唱《我爱你》、
红歌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节
目全面呈现全市人民在党的坚强
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
担当、开拓进取，加快推进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的精神风貌。

演出尾声阶段，全体演员与现
场观众共同高声唱响《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整场演
出推向高潮。

据了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除了文艺演出活动，
我市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艺活
动，郑州美术馆推出《盛世长河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黄河文化主题邀请展》《山河同
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系列作品展》等展览活动，通
过文艺作品向群众传达“永远跟党
走”的坚定信念。

为保障观众的健康安全，郑州
大剧院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要
求，同时采行实名制安检、戴口罩、
测量体温等多种举措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本次演出部分门票通过

“郑州文旅云”平台免费发放。为
让更多喜爱演出活动的群众欣赏
到精彩节目，该演出还通过郑州电
视台录播、“郑州文旅云”直播等形
式惠及更多市民。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23日 19点，郑州街头艺术大赛海选
第二站，在惠济区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拉开帷幕。本场活动中，参
赛选手用演唱、舞蹈、乐器、太极拳、行为艺术等表演形式，全方
位展示了属于体院学子的艺术风采，为郑州街头文化增添了不
同的魅力。

郑州市街头艺术大赛由郑州街头艺术协会主办，郑州广播
电视台承办。本场特别邀请了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常务
理事、《这就是街舞》人气选手王炎，河南省歌舞剧院青年男中音
独唱演员、大型民族歌剧《蔡文姬》男主左贤王扮演者卢小川，参
编舞蹈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金奖、郑州大学体育
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冯蔚然共同加入评委阵容，一起打造
属于这个夏天最时尚、最热血的潮流舞台。

本次活动现场舞蹈组的表演尤为耀眼，爵士、拉丁、桑巴、街
舞充分展现了当代00后大学生群体的热情与活力，一首首耳熟
能详的流行金曲《江南》《爱要坦荡荡》《鼓楼》燃爆现场，获得了
现场观众及评委的一致好评；太极、空竹表演令人耳目一新，器
乐组的葫芦丝和京剧《穆桂英挂帅》也是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本场共有28位选手顺利通过海选，得到了郑州街头艺人表
演证，曹颖、杨济尘、赵婉冰、朱若齐等七组选手晋级总决赛。

据介绍，郑州街头艺术大赛接下来还将走进百年德化风情
购物公园进行海选。

街头艺术大赛海选
走进郑大体育学院

本报讯（记者 秦华 通讯员 郑红旗）6月 18 日至 22 日，河
南豫剧院二团、河南歌舞演艺集团、开封市东京豫剧祥符调传
承发展中心 3家省市院团为周口市商水县扶苏村村民带去精
彩演出。5天的时间里，演出了包含豫剧、歌曲、舞蹈、相声、小
品、河南坠子、河洛大鼓等在内的 12场综艺大戏，让乡亲们过
足了戏瘾。

18日晚，国家一级演奏员张付中的曲胡独奏《大起板》、青
年曲剧表演艺术家田冠军的曲剧《卷席筒》选段，赢得了大家的
热烈掌声。接着，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领衔主演的豫
剧《清风亭上》把大家引入到一段“善恶终有报”的故事中。李树
建饱含深情、字正腔圆、酣畅淋漓的精彩表演让几千名十里八村
的乡亲们一饱眼福，大呼过瘾。

19日，由国家一级演员、河南省曲艺团团长袁满率领河南
歌舞演艺集团的众多曲艺名家为扶苏村的父老乡亲献上了两场
综艺节目。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张志华、王国军、卢
君以及著名歌手燕峰等轮番表演了各自的拿手节目。有这么多
在全国曲艺大赛中多次获得大奖的曲艺名家来村演出，这对扶
苏村来说是第一次，精彩的曲艺等节目让扶苏村里的乡亲们大
开眼界。

由于前两天演出的成功和引起的轰动效应，不仅周边几个
乡的群众前来，更是引来了西华、项城、淮阳及驻马店市上蔡、漯
河郊区等几个邻县区的乡亲们。20日、21日、22日，演出活动
达到了高潮，能容纳三四千观众的扶苏文化广场人头攒动。豫
剧陈派再传弟子，国家一级演员、开封市东京豫剧祥符调传承发
展中心主任金丽丽领衔主演的《包青天》《三娘教子》《宇宙锋》
《三拂袖》《三上轿》等九场大戏接连上演。

艺术名家送戏到家门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舞台艺术结硕果，献礼建党一百
年”——第十五届河南省戏剧大赛评选结果已通过公示。记者
在获奖名单中看到，郑州市在此次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4部参
赛剧目均有所斩获。

本次大赛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驻马店市人民政府主办，
驻马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大
赛共涉及 14个艺术门类、63台剧目，分为省市级专业院团组、
县区级及民营院团组两个组别，于4月 1日至 5月 7日在驻马店
进行现场角逐。

此次大赛参评对象为省内各种所有制艺术表演团体，参评
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儿童剧、杂技剧、木偶
剧等大型舞台艺术作品。其中，郑州市有4部作品参赛：郑州市
曲剧团的《小小把城官》、郑州市豫剧院的《锦娘》、登封市豫剧团
的《单娘》、新郑市豫剧文化演艺中心的《宝莲灯》。

第十五届河南省戏剧大赛（省市级院团组）获奖名单显示，
本次大赛省市级专业院团组共评选出河南文华大奖15部、河南
文华优秀剧目奖17部，此外，还评选出多个单项奖，包括河南文
华剧作奖 9个、河南文华导演奖 7个、河南文华音乐创作奖 10
个、河南文华舞台美术奖 9个、河南文华表演荣誉奖 5个及河南
文华表演一、二、三等奖若干。其中，我市的《锦娘》《小小把城
官》获河南文化优秀剧目奖，《小小把城官》还摘得河南文华音乐
创作奖，《小小把城官》演员海波、高宝峰、李京京及《锦娘》演员
连德志、王凤琴、成椋普、张旭阳等摘得河南文华表演奖。

省戏剧大赛评选结束
郑州市取得优异成绩

6月22日，克罗地亚队球员佩里西奇庆祝攻入球队第三球。当日，在格拉斯
哥进行的2020欧洲足球锦标赛小组赛D组的比赛中，克罗地亚队以3∶1战胜苏
格兰队，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晋级16强。 新华社发

新华社洛桑6月22日电（记者 凌馨
陈俊侠）国际体育仲裁法庭22日宣布，将
中国游泳名将孙杨的8年禁赛裁决减为4
年 3个月。禁赛期从2020年 2月 28日开
始计算。这意味着孙杨将无缘今年东京
奥运会和明年在家乡举办的杭州亚运会。

根据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当天发布的
新闻公报显示，三人仲裁小组认定，孙杨
在 2018年 9月 4日至 5日在其住所接受
血液和尿样样本采集时，未能遵守世界反
兴奋剂机构的规定。仲裁小组认为，孙杨
拒绝让采样人员带走血样的行为是“鲁莽
的”，并因此导致此次赛外反兴奋剂检测

“流产”。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曾于 2020年 2月
28日裁决孙杨未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
构的规定，将被禁赛8年。孙杨对此结果
不满，并上诉至瑞士联邦最高法院。

2020年 12月 22日瑞士联邦最高法
院做出裁决，支持孙杨举证有效、诉请合
理，时任仲裁小组主席的弗拉蒂尼存在种
族歧视偏见，针对孙杨禁赛8年的处罚也
被撤销。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与孙杨和国际泳
联的第二次听证会于今年5月 24日至 28
日进行，并组成了新的三人仲裁小组。因
为疫情管控和旅行限制，听证会采取视频
会议的方式进行。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决
孙杨禁赛4年3个月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中国队打进 12强
赛后，中超联赛该如何安排？中国足协主席
陈戌源日前接受采访时透露，中国足协、职
业联盟筹备组、中超公司正在研究方案。

按照年初公布的竞赛时间表，中超联
赛应该在 6 月 21 日重启。但是，这个时间
表是以世预赛亚洲区 40 强赛在苏州进行
为前提的。为确保国足征战 12 强赛，中超
联赛将再次为国家队赛事让路，留给中超
的时间就只有 7月下旬到 8月底和 12月这
点时间了。目前，中超联赛仅仅只踢了五
轮，想要踢完全部的联赛，本赛季的中超联
赛很大可能将会延续到明年，中超历史上
将首次迎来跨年赛制。

就记者目前了解的情况，中超跨年度
进行以及适当压缩赛程的“组合拳”是比较
可行的方案之一。中国队将在今年内完成
12强赛的前 6场比赛，其中有两个客场，肯
定需要预留往返赛地的隔离时间。对此陈
戌源表示：“我们先前对这方面的问题已经
有所考虑。我们的总体原则就是无论如何
都要完整地进行今年的中超联赛，而且最
好是打满全部轮次的比赛。如果实在不行
的话，那就跨年度完赛，以确保职业联赛的
完整性。”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将中超赛程压缩，这
也是中超职业联盟筹备组提出的方案。事
实上，无论哪种方案，今年中超都会很难办。

确保国足征战12强赛

中超或将首次实行跨年赛制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
南省体育局获悉，经过 3天角逐，第九届
河南省老年人文体优秀节目大赛，6月 22
日晚在鹤壁市艺术中心落下帷幕。

本次大赛，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
老年人体育协会、鹤壁市人民政府主办。
6月 22日晚，从123个参赛节目中精选出
的12个精品节目进行了展演。展演分为

“信仰如磐映初心”“灿烂夕阳心向党”“百
年历程铸辉煌”三个篇章及尾声“把一切
献给党”，不仅具有时代特征、体育特点，
还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红色文化符号，通
过情景歌舞、健身秧歌、手杖操、广场舞、
健身环操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现了我
省广大老年人不忘初心、奋发向上、老骥
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面貌以及对党的无
比热爱和衷心祝福。

作为我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重大系列活动之一，本次大赛以“夕
阳灿烂心向党，百年历程铸辉煌”为主题，

以向党的诞辰100周年献礼为契机，可谓
是一场全民健身与体育文化交流的盛
宴。大赛组织全省各地创新了一批优秀
的、富有中原特色的老年体育文化节目，
如郑州市的健身环操《青春的世界》等参
赛节目，都是着眼于建党100周年主题而
新创编的。

近年来，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老年
人体育协会积极贯彻全民健身、健康中
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三大国家战略，
大力兴建老年人健身设施，广泛开展老年
人健身活动，不断完善老年人组织建设，
持续加强老年人科学健身指导，弘扬传承
中原特色老年人体育文化，老年体育工作
始终走在全国先进行列。河南省老年人
文体优秀节目大赛自创办以来，全省老年
人文体健身节目不断推陈出新，服务老年
人健身，引领老年健身活动广泛开展，让
更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参与健身、自觉
健身，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得到显著提高。

省老年人文体优秀节目大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