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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郑州AA级景区陆续恢复开放级景区陆续恢复开放
免票免票、、半价半价，，一大波优惠来了一大波优惠来了

郑州方
特已经做好
准备

本报讯（记者 秦华）河南省电影局 8月 30日发布《关于有
序恢复电影院开放、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通知》，根据全省疫情
防控形势，结合我省电影市场的实际情况，决定于 9月 1日起，
可以有序恢复全省电影院开放营业、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通知》要求，按照“属地管理、市定省备、分区施策”原则，
各地电影主管部门会同疫情防控部门做好研判、落实安全检查
措施，审慎有序恢复辖区电影院开放、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按照要求，各电影院要严格落实《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
疫情防控指南》第三版，严格落实扫码测温、网络售票、佩戴口
罩等要求，切实做好内部环境、设施设备消杀，加大排片间隔、
控制影厅上座率。

记者联系河南奥斯卡电影院线得知，目前院线已收到《通
知》，郑州市内各大影城复工进度不一，有些影城尚未接到相关
复工文件，旗下各大影院每日都会进行全面消杀，积极为与大
家相见做准备。

郑州影院今起有序复工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郑州博物馆了解到，该馆
嵩山路将于9月 1日起有序恢复开放（暂不接受团队预约）。观
众须通过郑州博物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凭预约码、身份证、
个人健康码入馆。每日接待观众总量不超过800人。

该馆实行网络实名预约参观，观众可提前关注该馆微信公
众号，分时段预约参观，参观时须全程佩戴口罩。该馆暂不接
待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游客、14日内有高、中风险地区所
在地市旅居史的游客及健康码异常的游客，每日开放时间为9：
00~17：30（17：00停止入场），周二（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闭
馆。开放范围包括一楼、二楼展厅《长渠缀珍——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河南段考古成果展》。文创、商场等区域暂不开放。

据悉，该馆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及时调整参观措施，请观
众朋友持续关注郑州博物馆官网及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开
放情况。

郑州博物馆嵩山路馆
恢复预约参观

本报讯（记者 成燕 秦华）昨日，记者从中国博物馆协会获
悉，原定于今年 9月在郑州举办的第九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
品与技术博览会将延期至明年4月举办。

据了解，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自然
科学博物馆学会、郑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博物
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简称第九届“博博会”）原定于
2021年 9月在郑州举办。7月 20日，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突袭
郑州，引发严重洪涝灾害。7月 30日，郑州发生本轮新冠肺炎
疫情，给已经启动的灾后重建工作带来较大影响。综合考虑郑
州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以及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等情况，经第
九届“博博会”组委会研究，决定将本届“博博会”延期至 2022
年 4月在郑州市举办。

据了解，作为我国文博界最具影响力的盛会，“博博会”自
2004年创办以来，一直获得各单位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针
对第九届“博博会”后续筹备工作的相关安排，该活动组委会将
通过中国博物馆协会官网、公众号和“博博会”网站及时告知。

第九届中国“博博会”
延期至明年四月举办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从河南豫剧院三团获悉，豫
剧现代戏的开拓者之一、为豫剧现代戏事业奋斗 70余年的著
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于 8月 30日 21点 14分因病在郑州
逝世，享年86岁。

“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小芹我洗衣到河边。二黑哥
哥到县里去开民兵会，他说是今天转回还……”这段经典的旋
律，出自豫剧现代戏《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之口，戏迷朋友们
都对这段唱词非常熟悉，柳兰芳扮演的小芹那娇羞的模样，也深
深地定格在了大家的心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经典与回忆。

柳兰芳于1935年出生于河南信阳息县，自幼酷爱文艺，能
歌善舞，12岁便登台演出。在7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柳兰芳刻
苦钻研，勤于探索，对艺术严肃认真、精益求精，主演了《刘胡
兰》《小二黑结婚》《爱情的审判》《倔公公犟媳妇》《好队长》《冬
去春来》等多部经典剧目，成功塑造了十多个不同性格的现代
戏形象，角色深入人心。

近几年，进入耄耋之年的柳兰芳，仍时常活跃在她挚爱一
生的舞台，在《梨园春》、在“舞台艺术送农民”“戏曲进乡村”等
各个舞台上，时常能看到她的身影。在 2018年《朝阳沟》创演
60周年纪念演出中，83岁高龄的柳兰芳老人，再度登台演绎跨
越 60年的经典，她扮演的银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前不久，
柳兰芳还携手王善朴、杨华瑞、高洁等老艺术家们，登台献唱

“唱支歌儿给党听”，各自拿出“绝活”献礼建党 100周年，表达
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深切祝福。

“柳老师一生为豫剧事业、特别是豫剧现代戏事业做出了
重大贡献，是‘三团风格’的代表性人物，为观众留下了小芹、刘
胡兰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形象，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
戴。”省文联副主席陈涌泉悲痛地说，柳老师见人三分笑，对戏
一腔情，特别是她那甜美清脆、婉转明亮的唱腔个性鲜明，具有
很强的辨识度，唱醉了几代人，她的离去是我省戏曲事业的重
大损失。

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逝世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由中国编辑学会组织的第二
十九届“金牛杯”终审评选结束，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7 种图
书获奖。

本届“金牛杯”共评出获奖图书 93 种，其中金奖 12 个、
银奖 25 个、铜奖 56 个。全国有 49 家出版社参加，参评图书
共计 222种。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出版社2种图书获银奖，5种图书获
铜奖。其中，河南美术出版社《洛阳新见汉晋北魏砖瓦文字辑
录》《王铎书法全集（6~10卷）》获银奖；河南美术出版社《汉画
像石精粹》、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国历代墓志全集 北魏卷》《石刻
华夏》、大象出版社《韩天衡鸟虫篆印集萃》《石语心愿》获铜奖。

中原出版7种
图书捧“金牛杯”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
者从河南省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
获悉，第十四届全运会网球项目决
赛阶段的比赛，将于今日在陕西省
杨凌示范区杨凌网球中心挥拍开
赛。河南省网球队将有男、女共 9
名选手参加角逐，并将全力以赴争
创佳绩。

第十四届全运会网球项目决赛
阶段的比赛将从 9月 1日持续到 9
月 9日，共设有男、女单打，男、女双
打和混合双打五个项目，单打设 64
个签位，双打设32个签位。共有来
自全国 26支代表队的 162名男、女
运动员参赛。经过本届全运会资格
赛的比拼，河南省网球队共有周升
浩、纪昂、古今、杜马岚祺、李子昂 5
位男选手和田然、白卓璇、赵溪晨、
吴昊妍 4 位女选手拿到了 12 张决
赛“门票”。周升浩、纪昂、古今、杜

马岚祺参加男单角逐；周升浩/纪
昂、古今/李子昂两对组合参加男双
比赛；田然、白卓璇、赵溪晨参加女
单比拼；田然/白卓璇、赵溪晨/吴昊
妍两对组合参加女双比赛；李子昂/
白卓璇参加混双争夺。

据了解，河南省网球队在本届
全运会上的突破点在女子项目，尤
其是近些年成长迅速的女子小将白
卓璇已然成为河南网球的“希望之
星”。她在去年中国网球巡回赛河
南站和广州站“背靠背”摘得女单桂
冠，在今年本届全运会资格赛中的
发挥极其出色，她一个人获得了女
单、女双和混双三个项目的决赛“门
票”。此外，复出的老将田然也展现
出了一名老队员的刻苦训练、顽强
拼搏的积极带头作用，给队中的年
轻队员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不过，
由于国内顶尖选手并没有参加中网

巡回赛，这也使得白卓璇所获冠军
的“含金量”打了折扣。另外，由于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
响，白卓璇在进入成年组比赛后一
直没有机会征战国外高水平赛事，
使得她在国内积分排名仅位列 30
多位，这也使得她在国内顶尖高手
悉数参赛的全运会上无法获得种子
席位，比赛中她也将很早便与顶尖
高手狭路相逢，这也大大增加了白
卓璇创造佳绩的难度。

据了解，河南省网球队在本届
全运会网球项目资格赛中已经创造
了河南网球近几届全运会资格赛的
最好成绩——满员获得决赛“门
票”。目前，球队已经抵达赛区进行
适应场地的最后备战，全队状态良
好。这支年轻而又充满活力、动力
的队伍将全力以赴争取在全运会决
赛阶段的比赛中再创佳绩。

全运网球决赛阶段比赛今日挥拍
河南9名选手出战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

心获悉，中国女排队长、河南姑娘朱婷8月 30日回到家乡河南，
随即回归河南女排，她也将随球队出征全运会女排决赛阶段的
比赛。由于受到手腕伤势的影响，朱婷现阶段主要以恢复体能
的无球训练为主。

据了解，朱婷从日本回国后，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公寓进
行隔离。8月 26日中国女排全队结束了21天隔离之后，朱婷留
在训练局多待了几天进行简单的无球训练。在训练局隔离后
期，朱婷已经开始恢复性训练。“从训练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和朱
婷进行了沟通，考虑到她手腕伤势，主要以身体体能和小力量训
练，为了尽量避免给手腕增加负担，先不触球。”河南省球类运动
管理中心书记谢国臣介绍说。

河南女排主教练焦帅告诉记者，对于可能出现的困难情况，
球队做了相应的安排和准备。“朱婷回来后这段时间的训练还是
以恢复体能为主，毕竟奥运会结束后她有很长时间没有训练，先
不进行有球训练。我们也会根据朱婷体能训练师提供的训练计
划以及她的实际情况，安排朱婷的每日训练。”焦帅说。

谢国臣告诉记者：“朱婷将正常进行准备并随队奔赴全运会
赛场，随后根据诊断情况，队伍再进行商量，朱婷能不能打、什么
时候打，都视具体的伤病情况来定。我们以保护运动员延长其
运动生涯为基本原则。届时，朱婷能打则打；不能打，坚决不会
让朱婷冒险上场。”

朱婷归队了

8月 31日，中国选手邹莉娟
在比赛中。当日，在东京残奥会女
子铅球F34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邹
莉娟以9米19的成绩刷新世界纪
录，夺得金牌。 新华社发虽有两名射手缺席，球队合练时间相对较

短，但从澳大利亚男足主帅阿诺德赛前表态
看，他认为自己征召的球员在海外联赛中近期
状态正佳，他们是力争赢得世预赛 12强赛与
中国队首场比赛的关键。

从此前 40强赛看，获得 8场全胜的“袋鼠
军团”体现出一些技战术特点，如：一名高大中
后卫成为进球最多的球员，中场核心表现突
出，首发阵型有三种安排等。

具体来看，22岁的哈里·苏塔身高1米98，
效力于英冠球队斯托克城。作为“袋鼠军团”
主力中卫之一，苏塔在 40强赛共打进 6球，队
内进球数排第一。这6个进球全是头球，其中
5个利用角球、1个利用前场任意球。

同时，这位小将的防守能力也出众。澳足
协统计，他在 40 强赛阶段一共完成 36 次争
顶，超过这一阶段任何一名球员。其中，他在
今年 6月的 40强赛中有 19次争顶，成功率为
100％。除了高空防守能力突出，他的拼抢能
力也不俗，两拼球成功率达 82％，该数据同样
位居前列。

在中场，效力于德乙圣保利队的杰克逊·
欧文，是澳大利亚队在 40强赛阶段出勤率最
高的球员之一，几乎场场首发，是当之无愧的
中场核心。澳足协统计，这名 28岁的球员在
控球时间上全队第一，其中在进攻三区完成传
球 172次，给对手造成持续威胁。他在 40强
赛贡献 3个进球和全队最高的 5次助攻。除
此之外，欧文在与约旦队的比赛中还展现出带
球长驱直入后的远射能力，堪称中前场多面
手。

从 40强赛的 8场球来看，澳大利亚队首
发阵型共有三种安排，分别是 433（4次）、442
（3次）和 343（1次），从中也可看出 12强赛可
能的主力组合。

后防线上，苏塔、前中超球员塞恩斯伯里
和德格内克作为主力，可以两人配对领衔四后
卫，也能同时出场组成三中卫体系。瑞恩·格
兰特作为唯一入选的澳超球员，和阿齐兹·贝
希奇在边路攻防兼备，搭档边后卫或343体系
下的边翼卫。

中场配置中，围绕欧文这一核心，攻守兼
备的中超上海海港球员亚伦·穆伊可能与之搭
配形成“双核”。值得一提的是，穆伊在对阵科
威特队时，曾在禁区弧顶处打入一记精彩的远
射，这也提醒对手，他的进球能力不容小觑。
为了攻守平衡，主帅阿诺德往往会在三中场体
系下安排一名防守型中场“保驾护航”，比如英
冠球队布莱克浦的防守型后腰肯尼·杜格尔等
球员。

在前场攻击线，因 40强赛上队内进球排
第二和第三的杰米·麦克拉伦和马修·莱基未
随队出征，阿诺德可能会让进球排第四、打进
3球的亚当·塔格特，充当锋线“箭头”。在凯
尔特人的汤姆·罗吉奇此次回归后，从阿诺德
曾有过的战术安排看，这位老将或许会在擅长
的二前锋位置，埋伏在塔格特身后。如果在三
前锋或是 442的边前卫配置中，在 40强赛上
表现不俗的边锋马丁·博伊尔、冲击力强的阿·
马比勒、法兰克福队攻击型中场艾丁·赫鲁斯
蒂奇等球员，都是可能的配对搭档。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白旭

澳大利亚队强在哪里？
——解读国足12强赛首个对手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图）昨日下
午，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行的
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质量提升
工作会议了解到，在经历暴雨及疫情双
重影响闭园一个多月之后，郑州多家 A
级景区即日起陆续恢复开放。

据了解，按照要求，各 A 级旅游景
区恢复开放需由各管委会、县（市）、区
政府或委托当地文旅行业主管部门根
据景区疫情防控、灾后隐患修复、特种
设备安全情况进行验收批复，同时报市
文广旅局进行备案。据统计，目前，在
全市 51家 A 级景区中，计划于 9月初恢
复开放的景区达 38 个，荥阳环翠峪等
13 个景区因设施需修复等原因近期暂
不恢复开放。

其中，从 9 月 1 日起，郑州银基国
际旅游度假区恢复开放。为保障游客
安全有序游玩，该度假区将严格实行游
客限流制度，按照园区承载量的 75%接
待游客，并采取全方位消毒防疫措施。
届时，银基动物王国营业时间调整为
10：00~20：00；银基冰雪世界营业时间
为10：00~18：00；黄帝宫御温泉营业时间
为 10：00~22：00；银基欢腾国际大马戏
演出时间为 19：30开始。

郑州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幻王国
将于 9 月 3 日欢乐重启。郑州建业电
影 小 镇 将 于 9 月 4 日 起 正 式 恢 复 开
园。游客来游玩时需提前实名预约购
票，刷身份证、扫健康码及行程码，测
温后入园。

为感谢社会各界对郑州遭遇历史
罕见的特大暴雨灾害给予的无私援助，
向为抗击疫情的“逆行者”致敬，郑州
近 20 家景区自恢复开放之日起将推出
阶段性免票、半价等多项优惠措施。

据 了 解 ，9 月 10 日 至 30 日 ，登 封
少林、嵩阳、中岳景区实行门票半价，

河南省社保卡用户通过社保卡旅游一
卡通平台（嵩山旅游微信公众号、河南
社会保障卡微信公众号、郑州人社·社
保卡微信公众号、郑州市民卡微信公
众号）购票，在半价的基础上可享受门
票一折优惠；10 月 1 日起，以上景区门
票恢复原价，10 月 1 日至 10 日，河南
省社保卡用户通过社保卡旅游一卡通
平台购门票，在全价的基础上享受一
折优惠。

登封范家门景区自恢复开放之日
起至 12 月 30 日免门票，该景区体验项
目实行半价优惠。从恢复开放至 9 月
18 日，登封大熊山仙人谷对登封市域
内居民实行门票六折优惠。从恢复开
放至 9 月 30 日，登封摘星楼对进入景
区的医护人员、人民警察、消防人员凭
个人有效证件免门票；对合作旅行社
免 门 票 ，送 树 顶 漫 步 、水 滑 一 票 进 两
人。开园一周内，该景区对所有散客
实行购 30 元门票送 30 元上山观光车
和树顶漫步。

巩义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竹林长
寿山在恢复开园一周内对全国人民实行
免门票优惠。12月 31日前，这三家景区
对全国医护人员免门票。医护工作者凭
执业资格证或护士证及本人身份证可免
票入园。12 月 31 日前，对在 2021 河南
暴雨灾害期间驰援河南的组织和个人免
票开放（十一黄金周除外）。救援组织凭
相关证明、本人救援证（证明）及身份证
可免票入园。以上免票活动仅包含入园
门票，不含停车费、讲解费等其他费用。
浮戏山雪花洞景区 9月 29日前门票优惠
至 35元。

9 月 30 日前，新密市三泉湖免门票
及凤凰天桥门票（玻璃吊桥）。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郑州方特欢
乐世界、方特梦幻王国实行门票 5 折预

售,其中标准票每张 140 元,
儿童票、老人票每张 100 元，
使用时间为 9 月 3 日至 5 日。
游客可通过方特旅游 APP、
官 方 微 信 购 买 。 每 天 限 量
2000张。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中
牟县雁鸣蟹岛免门票。9 月
份，郑州建业电影小镇对医
务工作者、军人 、警察、消防救援人员等
免门票。

12 月 31 日前，中原福塔对 60 岁以
上老人、1.4 米以下儿童（须成人陪同）、
记者、导游、人民警察、现役军人、消防
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免观光门票。

某景区工作
人员对园区进行
消杀，等待游客
光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