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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 通讯员 王信军
文/图）作为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
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百
年百场”河南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剧目，昨晚，由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创排
的大型现代京剧《突围·大别山》在河南
艺术中心大剧院首演（如图）。

大型现代京剧《突围·大别山》是河
南省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扶持项
目、2020年度河南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重点创作剧目，也是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年“向建党百
年献礼”重点创作剧目，今年参加第十五
届河南省戏剧大赛荣获文华大奖及多项
单项奖。

《突围·大别山》故事发生在 1934年
冬，因婚姻受挫进山等死的“小脚女人”
嫩芽儿，意外遇到五个幸存红军战士。
深受红军战士感染的嫩芽儿，也开始对
自己的人生有了崭新的认识，在红军战
士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候，嫩芽儿舍身相
救，掩护他们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

该剧主创团队汇聚了国家一级编剧
杨林，国家一级导演李利宏，国家一级作
曲尹晓东、方可杰，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
教授陈建忠，国家一级舞美艾淑云等国
内一流专业创作人才。台前演出成员均
为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优秀青年演职
员。其中，剧中人物“嫩芽儿”由贺雯饰
演，此外，国家一级演员张帅及优秀青年
演员邢鹏远、戴维、方龙龙、金鑫、李鹏飞
在剧中担纲重要角色。

该剧创作角度独特，以红军突围与

主 人公心理突围的“双突围”作为主
题，用侧面的、诗意化的手法表现红色
革命题材，表现了红军战士钢铁般的
纪律和不怕牺牲、不畏艰险、敢于胜
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剧

中人物通过独唱、对唱、重唱等形式带
动情节发展，舞台呈现具有极强的冲
击力。

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以这部《突围·大别山》献礼建党百
年，希望能以“小故事”展现“大时代”，
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以“小人
物”表现“大情怀”，赓续红色基因，弘
扬大别山精神。

“小故事”展现“大时代”

京剧《突围·大别山》在郑首演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
从河南省体育局获悉，在中国自行
车队 7月 12日晚公布的东京奥运会
参赛名单中，河南场地自行车女将
鲍珊菊、郭裕芳榜上有名。截至7月
13日，即将揭幕的东京奥运会，共有
14名河南健儿将参加 10个大项、21
个小项的角逐。

据了解，鲍珊菊将搭档上海名
将钟天使出战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
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里约奥运会，
正是钟天使与宫金杰搭档斩获了该
项目的金牌，实现了中国场地自行
车项目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
东京奥运会，24岁的鲍珊菊将搭档
老将钟天使，全力以赴卫冕该项目
的冠军，而 22岁同样实力出众的郭
裕芳，则将作为替补选手为鲍珊菊、
钟天使“保驾护航”。值得一提的
是，根据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制定
的《场地自行车项目东京奥运会选
拔办法》，获得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
竞赛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运动
员，将自动获得女子争先赛和女子
凯林赛的东京奥运会“门票”。因
此，鲍珊菊还将搭档钟天使一同出

战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争先
赛和女子凯林赛的比赛。

另据了解，来自洛阳汝阳县的
鲍珊菊和来自洛阳新安县的郭裕
芳，于 2012年先后入选洛阳市自行
车队，2013 年一起进入河南省场地
自行车队，又于 2017年携手进入场
地自行车国家队。2019年场地自行
车世界杯上，三位身披国家队“战
袍”的河南女将鲍珊菊、郭裕芳、宋
超睿，勇夺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 9 月举
行的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鲍珊
菊迎来“大爆发”，她在两天之内夺
得 250米个人计时赛、500米个人计
时赛以及团体竞速赛三枚金牌，并
四度打破两项全国纪录。

“上一次在电视机前目睹天使
姐夺冠，我们非常振奋。如今能和
她并肩站在奥运会竞技场上，感到
非常的自豪。我们将全力以赴，不
负祖国人民的重托。”鲍珊菊、郭裕
芳信心满满地说。她们表示，将和
钟天使携手向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
车女子团体竞速赛最高领奖台发起
冲击。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021 中
超联赛第一阶段第 5轮补赛、第 6～
14 轮比赛对阵日程表昨日正式公
布。根据新赛程表，河南嵩山龙门
VS 广州队、北京国安 VS 河北队的
第5轮两场补赛，将分别于7月 15日
和 16 日进行，第 6～14 轮比赛则将
于 7月 18日～8月 12日进行。每支
球队比赛频率为三天一赛，依旧在广
州和苏州两个赛区进行。在中超已
经进行了 5 轮比赛后 (河南嵩山龙
门、广州队、北京国安、河北队少赛一
轮)，山东泰山以 3胜 2平积 11分排
在广州赛区榜首，上海海港同样 3胜
2平积11分排在苏州赛区第一。

为了备战即将开始的补赛，河南
嵩山龙门全体队员在主教练哈维尔
的率领下，昨日已飞抵广州。刚刚结
束隔离的外援卡兰加随队一同前往，
但能否在本场比赛中出场亮相，教练
组要看其状态再做决定。12日，嵩
山龙门队在航海体育场进行出征前

最后一练，河南球迷代表前往航体为
全队打气壮行。主教练哈维尔表示，
尽管全队目前困难不小，但仍将全力
以赴打好该阶段比赛。

前4轮比赛，河南嵩山龙门未尝
一胜，在两个月的间歇期里，全队调
整了心态，阵容也进行了适当补强，
教练组和俱乐部，都希望球员们尽快
沉下心来，打好接下来的每一场比
赛。王上源、钟晋宝及舒尼奇停赛，
对球队接下来的比赛影响不小，尤其
是新赛程三天一场比赛的情况下，这
要求每个主力队员拥有充分的体能
保障，而替补阵容也要随时补上，此
外，还要避免非战斗减员。

嵩山龙门所处的广州赛区，每轮
4场比赛都安排在同一天，开球时间
为 18：00和 20：00，同一时间段有两
场比赛同时进行，球迷观看转播只能
有所取舍。同时，这一阶段的中超比
赛，多数轮次与东京奥运会“撞期”，
转播受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由
郑 州 图 书 馆 联 合 安 阳 市 图 书
馆 、安 阳 师 范 学 院 举 办 的“ 太
行丰碑”摄影作品展在该图书馆
开幕。

该馆负责人表示，红旗渠的
修建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为
民的真实写照，林州人民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战天
斗地的斗志应当根植于我们共
产党人的思想和实践中，红旗渠
精神应代代相传。

一条渠，一个故事，一种精
神。本次摄影展以近百张珍贵
的照片见证了红旗渠的建造史，
生动展现了林州人民的辉煌战

绩。在志愿者的讲解下，不少市
民一边聆听着讲解，一边在一
张 张 珍 贵 的 老 照 片 前 久 久 驻
足，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几位青年观众表示，红旗渠精
神历久弥新，我们要传递好这
种 红 色 精 神 ，从中汲取前行的
力量。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杨丽萍）
为什么说三千年前商纣王发动的

“金道锡行”东线作战，具有疏通
财富生命线的重要意义？而作
为擘画大局清晰的一代王者，商
纣王所背负的千古污名，究竟从
何而起？昨晚，大型历史场景课
《隐秘的细节》第九集“东南的铜
矿”在优酷视频、河南卫视播出，
为观众解密商纣王帝辛的生前
身后事。

故事从纣王帝辛时期，维系
商王朝兴衰的商业命脉——输送
青铜的专用通道“金道锡行”说
起，其东路严重梗阻，打通它成为

当时摆在纣王面前的迫切任务。
纣王花了十年时间做着战争

准备，据甲骨卜辞记载，他仅仅用
了 29 天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由于解决了殷商王朝最重要的生
产资料来源问题，打通了“金道锡
行”东路这条财富动线，纣王迎来
了人生的高潮。

在故事的讲述中，纣王不仅
蓝图清晰、决策稳健，而且还行事
慎重、思虑缜密，完全颠覆了大家
对他孟浪浅薄暴君形象的认知。
那么一直以来，商纣王所背负的
千古污名从何而起呢？节目中也
对此进行了细致严谨而有理有据

的剖析，一些重磅例证在节目中
一一揭示。

值得一提的是，节目中还对
“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一历史事件
进行了重新审视，并第一次通过
大量隐秘的细节，向观众揭示藏
匿于其中的有关真相。

《隐秘的细节》由曾经出品过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
大会》《见字如面》和《一本好书》
等热门综艺节目的实力文化打
造。节目第一季共十集，全部聚
焦于中国的殷商时期，以全新视
角解读几千年前发生在中原大地
上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成燕）7 月 12
日，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
郑州图书馆、郑州图书馆学会承
办的 2021 年全市图书馆业务培
训班在郑州图书馆举行。郑州图
书馆、各县（市）区图书馆及城市
书房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本期采
取线上直播和线下授课并行的方
式，受众群体近5.2万人。

据了解，此次培训特邀郑州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系主任
王平教授在专题讲座上从认识、
事实、方法三个层面，详细阐述了
馆员职业素养的具体内容、存在
问题及提升计划，并结合国内外
图书馆案例，提出馆员是图书馆
服务管理的核心，馆员良好的职
业素养是发挥图书馆效能的关键

要素。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本次

业务培训，切实提升了全市图书
馆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
力，增强了图书馆从业者的使命
感和方向感，对进一步推动“十四
五”时期公共图书馆提质增效、完
善郑州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
有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12日晚，
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
央联合主办，山东省教育厅和青岛
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第十四届全
国学生运动会在青岛拉开序幕。在
开幕式前先期进行的比赛中，河南
学生代表团在田径比赛中获得 6枚
金牌。

全国学生运动会是全国最高级
别的学生体育赛事，本届全国学生
运动会共有33支代表队参加，运动员
总人数7200人左右，裁判员1200人，
各地工作人员约1000人，还有服务大
会的志愿者 3000人，工作人员 1600

人，另外还有参加科学论文报告会的
专家和学者，总计约 14000 人。本
次运动会设田径、游泳、篮球、排球、
足球、乒乓球、武术、健美操8个常设
项目，另外还有帆船、羽毛球两个非
常设项目以及沙滩排球、跳绳两个
竞赛小项，共12个赛项。

本届运动会上，河南学生代表
团参加田径、足球等有影响力的项
目比赛。在已经结束的田径比赛
中，河南代表队发挥出色，获得 6枚
金牌实现“开门红”，接下来在影响
力最大的足球比赛中，河南代表队
有望冲击该项目的金牌。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担任监
制及导演，吴京、易烊千玺领衔主演的电影《长津湖》，近日
发布首支预告和新海报。作为“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坚之
作，《长津湖》紧紧跟随《中国医生》亮相，引发热议：“第一部
《中国医生》7月 9日刚刚上映，第二部《长津湖》马上就来！
这套组合拳也太迅猛了”“绝对是部猛片，期待快点定档”！

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
战役为背景，全景式还原了这场史诗战役。此次发布的海
报展示了战士们正在国内全员集结、坐火车开赴朝鲜战场
的场景。画面中，以吴京扮演的伍千里为首的七连战士肃
立在车厢中，神情动作虽各不相同，但眼神中的坚毅却透露
出万众一心的凝聚力。联想到火车行进的方向正是炼狱般
的长津湖战场，吴京这个标准的军礼，展现了我军一往无前
的豪迈气概。

而预告片中，吴京和易烊千玺饰演的伍千里、伍万里这
对兄弟的对手戏，则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面对要跟着自
己去当兵的弟弟，哥哥一句“老大说，我们俩把该打的仗都
打了，不让你打”，关心与爱护展露无遗。但随即在预告中，
弟弟伍万里便追随哥哥奔赴战场，让人好奇：这突如其来的
剧情转折到底发生了什么？吴京曾表示：这个弟弟相当让
人“不省心”，而弟弟在片尾不甚标准的投弹姿势，仿佛印证
了哥哥的“担忧”。到底这对兄弟的故事将会如何发展？正
是这支预告片最大的悬念之一。

除了这对兄弟，段奕宏、朱亚文、李晨、韩东君、胡军饰
演的志愿军战士接连亮相。本片以一个英雄连队“第七穿
插连”及兄弟部队的行动为主线，讲述普通志愿军战士在整
个战役中的战斗精神和感人故事，作为特别主演的段奕宏
对于电影中的战友情颇有感触：“他们都是在战场上过了命
的兄弟，而我们作为演员也一刻都不敢懈怠，希望能传递出
革命先烈在战斗中迸发出来的人性光辉与浩然精神！”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北京长江新世纪携著名漫画
家林帝浣推出2021年最新力作《小林生活禅》，这套书收录
了2020年自疫情以来林帝浣漫画创作的精品摘录。

《小林生活禅》一套 2册，分别名为《无需抱怨，可以抱
我》和《生活即禅，笑看平凡》，收录的600余张漫画，有的读
来暖心，有的微微扎心，但最终都能给人注入希望力量。除
了紧扣疫情时代人们的心灵创伤外，书中还解读了禅意的
生活方式，帮助人们重拾生活的信心。

林帝浣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却投身绘画事业。他以
传统中国水墨风笔法绘制当代人日常，柴米油盐、喜怒哀
乐，尽在笔下。他的漫画在网上广泛传播，题材多来源于他
对生活的捕捉，内容多紧扣当下时代热点，主题则一直围绕
着“当代人的平凡生活”，用精炼幽默的文字对画进行诠释，
让读者会心一笑。《小林生活禅》的主题正是探讨当代人如
何能在欲望与现实之间，寻求平静安放内心的方式。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
从郑州市体育局获悉，在 7月 12 日
于周口结束的2021年河南省男子排
球锦标赛上，郑州队分别摘得甲组银
牌和乙组铜牌，展现了郑州市男排后
备人才的风采。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
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周口市教
育体育局承办，为期8天。根据参赛
选手的不同年龄分为甲、乙、丙三个

组别。共有来自郑州、开封、洛阳等
11支地市代表队的 200余名适龄选
手参赛。

河南省男排锦标赛是我省排球
界的一项传统赛事，每年举办一次。
今年的比赛不仅是对我省各地市男
排后备力量的一次全面检验，而且各
代表队也通过相互比赛了解了彼此
的实力，为明年省运会更有针对性的
备战打下了基础。

我省又有两将斩获
东京奥运会“门票”

中超第一阶段剩余赛程公布

嵩山龙门明日挑战广州队

全国学生运动会青岛开幕

河南省男排锦标赛落幕

郑州队摘得一银一铜全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大充电”

“太行丰碑”摄影作品展开展

河
南
博
物
院
成
为

暑
期
网
红
打
卡
地7月13日，许多少年儿童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河南博物院参观“泱泱华夏 择中建

都”陈列展及部分专题展。今年暑期，每天都会有许多市民和游客，预约走进河南博物院，
在这里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河南嵩山龙门队外援卡兰加（前左）与队友一起启程前往广州赛区
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供图

漫画书《小林生活禅》出版

电影《长津湖》
发布预告片

纣王的污名从何而起
《隐秘的细节》为您解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