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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休斯敦 11月 27日电
休斯敦世乒赛 27 日迎来 1/4 决赛，
中国队大获全胜，包揽女单四强全
部席位。

陈梦开场就打出了世界排名第
一的气势，4∶0轻松战胜日本选手石
川佳纯。王艺迪则迎战三号种子伊
藤 美 诚 ，经 过 试 探 和 胶 着 先 下 一
局。她表示，这对后面的比赛产生
了积极影响，最终以 4∶1 晋级。孙
颖莎以4∶0毫无悬念地淘汰韩国的徐
孝元，顺利与队友会师半决赛。最后
一个名额则在中国选手“内战”中产
生，王曼昱4∶0战胜陈幸同跻身四强。

女双两对组合也携手挺进四强，
王曼昱/孙颖莎以 3∶2战胜日本组合
平野美宇/石川佳纯。王曼昱赛后
说，这场比赛双方打得都非常好，和
孙颖莎的配合也越来越好，完全打开
了的感觉。尤其是第五局必胜的信
念很强烈，出手也很坚定。陈梦/钱
天一则直落三局，战胜韩国对手。陈
梦赛后表示，越往后对手越强，二人
作为全新组合，希望打出自己的特点
和风格。

男双方面，林高远/梁靖崑 3∶2淘
汰德国的邱党/杜达晋级半决赛，樊振
东/王楚钦则 2∶3惜败于瑞典名将法
尔克组合，开局失利后，他们奋力追

赶，但未能扭转局势。赛后樊振东接
受采访时说，比赛有输有赢，今天对
手的确发挥得好。

不过，樊振东在当晚男单 1/4 决
赛中迎来了一场胜利，他与林高远的
对垒十分激烈，双方奉献了多个精
彩瞬间，场内观众热情高涨，助威声
不绝于耳，结果樊振东 4∶1 笑到了
最后。梁靖崑则再次迎来 7局苦战，
在先失三分的情况下顽强作战，最终
4∶3战胜巴西名将卡尔德拉诺。由于
国乒男单选手分布在同一个半区，半
决赛将再次上演残酷的队内厮杀。

混双比赛中，备受瞩目的林高远/
张安发挥出色，3∶1战胜 2号种子、法
国组合莱贝松/袁嘉楠，晋级四强。林
高远赛后表示，后面会放平心态全力
去拼，一分一分打，尽量取得更好的
成绩，为球迷奉献精彩比赛。

队内混双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对
阵西班牙组合，二人丝毫未受到先失
一局的影响，连胜三局，甚至在第四
局打出11∶2，最后以3∶1轻取对手。

当天，深受中国球迷喜爱的德国
名将波尔以 4∶2 击败美国选手卡纳
克，时隔十年再次跻身半决赛。赛
后，波尔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感谢
在场球迷的热情，希望能够继续得到
大家的支持。

世乒赛各项四强出炉
中国女单锁定全部奖牌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
（记者 张骁 吉宁）记者28日从北
京市重大项目办和首钢集团获
悉，首钢滑雪大跳台计划于12月
中下旬启动造雪，迎接北京冬奥
会单板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
大跳台项目比赛。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冬奥
会北京赛区唯一雪上项目竞赛场
馆。目前，场馆跳台主体、裁判
塔、固定看台及配套建筑全部完
工，临时设施搭建接近尾声。

场馆团队将根据天气情况在
12 月中下旬启动赛道造雪。造
雪过程分为本体造雪、塑形、储
雪、补雪四个阶段展开。

滑雪大跳台项目于 2018 年
平昌冬奥会首次纳入奥运会比
赛，是一项新兴、年轻、时尚的雪

上运动，主要通过租赁场地，搭建
脚手架制作临时跳台，至赛后再
拆除的方式进行。

作为世界首例永久保留的滑
雪大跳台场馆，坐落在北京首钢
园北园的首钢滑雪大跳台在建设
之初即规划可持续利用蓝图。

根据计划，首钢滑雪大跳台
赛后可承办国内外大跳台项目比
赛，成为专业运动员和运动队训
练场地、青少年后备人才选拔基
地、赛事管理人员训练基地等，带
动项目发展。同时，赛道在建设时
预留出水口，非雪季可对赛道进行
改造，开展滑水或滑草运动。比
赛结束区附近的体育广场和观众
区，特别设置氛围照明系统，不仅
将服务大型比赛，还可用于举办
演唱会、发布会等大型活动。

复工，今年第三次
今年郑州的电影院颇为不平

静——
在经历了 7·20 暴雨后，郑州

多家影院设备遭雨水浸泡，被迫
暂时停业，7月 23日，开始陆续恢
复营业。

8月 1日，为配合疫情防控需
要，郑州多家影院暂停营业，8 月
31日，河南省电影局发布《关于有
序恢复电影院开放、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的通知》，从 9月 1日起，河南
省电影市场可有序恢复电影院开
放营业、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11 月 3 日，出于疫情防控工
作需要，郑州多家电影院再次暂
停营业。

11月 27日，郑州市的电影院
再次复工。

据介绍，在等待复工的日子
里，市内大多数影院都在积极为复
工做准备，比如设施设备维护消
杀、内部环境清理等，尽力为大家
提供安全、健康的观影环境。

多部影片扎堆热映
电影院回归后，有哪些影片可

供选择？记者从河南奥斯卡电影
院线获悉，大家不仅仍然可以看到
新晋影史票房冠军《长津湖》、丹尼

尔·克雷格 007落幕之作《007：无
暇赴死》、科幻巨制《沙丘》等已经
上映有段时间的影片，还能观看
《银行家》《扬名立万》《铁道英雄》
《门锁》等新片。

其中，特别安利下 11 月最大
黑马影片——《扬名立万》。影片
由韩寒监制，刘循子墨导演，尹正、
邓家佳、陈明昊等主演，影片采用
群像圆桌式“烧脑”推理，密闭空间
为叙事主体，除了黑色犯罪元素，
还有喜剧笑点穿插其中，截至目
前，该片票房即将突破5亿。

时已 11 月末，进入 12 月，还
将有《古董局中局》《拆弹专家 2》
《平原上的火焰》《穿过寒冬拥抱
你》等众多影片即将上映。

12月 3日首先与大家见面的
是由雷佳音、李现、辛芷蕾领衔主
演，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
《古董局中局》。面对惊天骗局，
“夺宝小分队”成员许愿（雷佳音
饰）、药不然（李现 饰）、黄烟烟
（辛芷蕾 饰）、付贵（葛优 饰）重磅
集结，古玩界高手齐齐“入局”，寻
宝破局一路开挂，江湖豪斗酣畅
淋漓。

12 月 10 日，《拆弹专家 2》导
演邱礼涛新作《暗杀风暴》即将上
映。影片改编自华语高分推理小
说《死亡通知单：暗黑者》，古天乐、
吴镇宇、张智霖三大男神联手破
案，看点多多。

《误杀》原班金牌团队再度聚
首，《误杀 2》提档 12月 17 日与大
家见面，影片由陈思诚监制、肖央、

任达华、文咏珊等主演，以全新人
物开启全新的故事。

同日，励志动画电影《雄狮少
年》同样令人期待。影片延续优
秀国产动漫的“国风”基因，把国
粹中的醒狮文化融入少年追梦的
故事里，将喜剧、竞技、励志类型
进行杂糅，讲述有关梦想、成长、
友情的故事。

12月 24日，由刘昊然搭档周
冬雨《平原上的火焰》上映。影片
中不仅有两代人的情感羁绊，还通
过他们的故事折射出整个时代的
变迁。

6部影片陪你跨年
今年跨年档集结《反贪风暴

5》《穿越寒冬拥抱你》《以年为单位
的恋爱》《李茂换太子》《忠犬八公》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6部影片。

武汉抗疫题材的影片《穿过寒
冬拥抱你》上映定档 12月 31日上
映。影片由黄渤、贾玲、朱一龙、徐
帆等主演。首度合作的黄渤、贾玲
以最擅长的市井小人物形象，诠释
抗疫期间千千万万个挺身而出的
志愿者们，他们互相陪伴，用真挚
的爱抵御疫情的“严寒”。

古天乐携“大湾区天团”跨年
夜上演《反贪风暴 5：最终章》；冯
小刚时隔 5年再演男主，演绎中国
版《忠犬八公》；马丽、常远首组“非
常美丽”全新 CP，带来爆笑喜剧
《李茂换太子》；毛晓彤、杨玏“三十
而已”后再度牵手，“以年爱”跨年
夜深情告白，跨年夜注定精彩！

本报讯（记者 成燕）日前，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主办的第十八届绿城读书节“黄
河情·益同行”线上视频朗诵会举行。

本次朗诵会由郑州文化馆和郑
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线上朗诵
会注重选取与郑州有关联的诗词作
品，着重展示郑州本地人文风景、历

史景观，精选巩义杜甫故里、河洛汇
流、伏羲山大峡谷等地作为重点实景
拍摄，突出弘扬黄河文化，传承中华
文化基因等主题。

此次线上朗诵活动在朗诵、音
乐、舞蹈、造型、置景等方面突出本土
创作元素。郑州文化馆联合郑州广
播电台，调配精兵强将用时 15天完

成节目内容的编排、拍摄及后期剪
辑。整个节目分为《大雅郑风》《仙道
嵩高》《雄浑河洛》《绮丽中原》《精忠
报国》《黄河颂》六大篇章，众多文化
志愿者满怀深情地朗诵了《诗经·郑
风·野有蔓草》《诗经·郑风·子衿》《行
路难》《将进酒》《登高》《满江红》等经
典作品。

本报讯（记者 秦华）11月 27日，由郑州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中国艺术学
科研究生教育联盟主办的第八届“中原美术”学科
建设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开幕。

开幕式和研讨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举行，来自北京、江苏、陕西、四川、河南等全国各
地的美术界专家，以及来自上海大学、西安美术学
院、北京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郑州大学等省
内外高校机构的学者们共计 3700余人参加了本
次活动。

本届“中原美术”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围绕
“‘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类学科建设与发展”这一
主题，开展“美育理论与实践”“一流专业和一流课
程建设”“‘后疫情时代’的教学变革”等多个议题，
通过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中原美术”全国第六
届研究生学术论坛、第二届“青青子衿”郑州大学
青年教师美术作品展等活动，希望能够搭建起一
个“交流、合作、提升”平台，促进美术与设计等艺
术学各门类学科的沟通与交流，以使“中原美术”
学科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促进郑州大学美术学
院高质量快速的发展。

开幕式上，“大美中原——郑州大学美术学
院院庆系列活动丛书”正式首发。丛书共分为
《大美中原——郑州大学美术学院二十年院史》
《大美中原——中原美术学科建设论文集》《大美
中原——郑州大学美术学院二十年教师作品展
画册》三册，是对“中原美术”学科建设发展的一
次全面汇报与总结。

本报讯（记 者 陈凯）昨 日 ，
2021—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展开了第一阶段小组赛第三轮的争
夺，河南女排以1∶3不敌“新军”深圳
女排，遭遇两连败的同时送给对手三
连胜。

与河南女排交手前，本赛季女排
超级联赛“新军”深圳女排取得了两
连胜，而河南女排在首轮0∶3输给福
建女排之后第二轮轮空。尽管按照
联赛中的“回避”规则，河南女排本赛
季临时转会深圳女排的主力副攻毛
钧怡不能上场，但是面对人多将广的
深圳女排，年轻的河南女排显得十分

“稚嫩”，首局一开始便以 3∶17 落
后。随后河南女排的姑娘们如梦方
醒，逐渐找回状态开始顽强追分，一
度将比分追至 20∶23。不过关键时
刻，河南女排接连出现失误，22∶25，
河南女排遗憾地丢掉首局。

进入第二局，河南女排调兵遣将
打出快速多变的特点，以25∶18扳回
一局。第三局，河南女排突然状态全
无，很快以 9∶25再丢一局。起伏太
大的河南女排在第四局没能再有起
色，以 14∶25输掉这一局的同时，也
以大比分1∶3负于深圳女排，遭遇两
连败。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11 月 27
日，正在上海备战中超联赛的河南
嵩山龙门足球队迎来了近期首场热
身比赛，对手是中超队伍青岛队，
两支队伍同属于第二阶段保级球
队，因此热身比赛更具实战味道。
经过激烈角逐，凭借多拉多和冯博
轩的进球，最终嵩山龙门以 2∶1 击
败对手。

相比河南队保级无忧的轻松状
态，青岛队目前的情况非常艰难，第
一阶段仅仅收获7分，在积分榜上排
名垫底。本场比赛，嵩山龙门和青
岛队都派出了主力阵容，上半场比
赛第33分钟，王上源开出角球，多拉
多后点头球攻门打破僵局。易边再
战，第56分钟，青岛队外援亚历山德

里尼将比分扳平。比赛进行到接近
90分钟，冯博轩远射破门帮助嵩山
龙门绝杀比赛。

据了解，嵩山龙门队目前正在
上海集训，队中的5名外援已经全部
到位，伤病方面，伊沃、罗歆以及迪
力木拉提都已经恢复训练，其中罗
歆的伤病需要再等待恢复一段时
间。小将牛梓屹虽然也到上海归
队，但他的韧带伤病恢复期比较长，
基本无缘第二阶段比赛。

除了嵩山龙门队，中超还有多
支球队都来到上海集训，这为各支
球队之间进行热身比赛创造了有利
条件。接下来，嵩山龙门队还将通
过热身赛磨合队伍，在联赛开打前
进入竞技状态。

本报讯（记者 陈凯）谁说只有专业的篮球比
赛才会精彩纷呈？篮球爱好者的草根篮球赛同样
能打出令人叫绝的“专业范儿”。上周六晚在郑东
新区白沙甲乙丙丁运动馆举行的白沙第三届“兔
师傅杯”社区篮球联赛决赛，就让现场观众大呼精
彩过瘾。

本届社区篮球联赛经过近一个月的每周双休
日激战，颇具实力的育贤精英俱乐部队和朝气满
满的甲乙丙丁俱乐部队，从参加本届赛事来自白
沙片区的 16 支社区代表队中脱颖而出会师决
赛。双方经过四节激战，最终技高一筹的育贤精
英俱乐部队以 9分的优势战胜甲乙丙丁俱乐部
队，摘得本届社区篮球联赛的桂冠。

本报讯（记者 陈凯）11月 27日，2021第四届
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华中大区联赛总决赛在郑州
举行，最终郑州ZJG战队以 3∶2战胜郑州GW战
队，勇夺华中大区联赛总决赛桂冠。这两支来自
郑州的电竞战队，也携手获得了代表华中大区参
加该项赛事全国总决赛的“门票”。

本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华中大区联赛从9月
份开始，经过河南、湖北、湖南华中三省的选拔
赛、省级赛、大区联赛小组赛等30多场角逐，最终
来自郑州的 ZJG和 GW 两支电竞战队会师华中
大区联赛总决赛。

11月 5日，电子竞技成为杭州亚运会的正式
比赛项目，其中以《王者荣耀亚运版》为代表的八
大电竞项目均入选亚运会，电子竞技至此迈出了
在综合性体育赛事上的一大步。

本报讯（记者 秦华）《柏杨版通
鉴纪事本末》距完稿至今已时隔 20
年，日前，东方出版社推出《柏杨版通
鉴纪事本末》（全十册）精装典藏版，
以纪念柏杨先生诞辰101周年。

在《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中，作
者采用纪事本末体，将年号纪年转换
为公元纪年，为古地名夹注今日地
望，将古官职译为现代称谓，并针对
历史事件增绘了大量地图，将《资治通
鉴》所涵括的1362年历史用白话文重
述。柏杨先生提纲挈领、条分缕析的
编纂，为阅读带来了便利。除了客观
地记述历史之外，作者还往往在书的

夹注中注入史学观点和评论，对史实
从更宽广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观察
与评论，表达了他的领悟与感受。

柏杨原名郭定生，祖籍河南辉
县，1920年生于开封通许县，是著名
的人文大师，在海峡两岸同胞和世界
华人中享有较高声誉。柏杨晚年尽
十年之力译写司马光《资治通鉴》，皓
首穷经，大作始成。其《通鉴》系列作
品，成为柏杨史学成就的高峰，为当
代“通鉴学”添下了浓墨重彩一笔，作
为该系列作品的最后一作，《柏杨版
通鉴纪事本末》凝结了柏杨以往所有
的对《资治通鉴》倾注的心血。

专家学者齐聚研讨
“中原美术”学科建设

王者荣耀华中大区联赛落幕

郑州两支战队携手
晋级全国大赛总决赛

社 区 篮 球 联 赛
演绎“草根”也精彩

“黄河情·益同行”线上视频朗诵会举行

观影时光又回归
本报记者 秦华

王艺迪（左）战胜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晋级四强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河南不敌深圳两连败

嵩山龙门热身赛绝杀青岛

走近冬奥

首钢滑雪大跳台
拟下月中下旬造雪

11月28日，清华大学举办面向冬奥学生志愿者的“心肺复苏及
AED使用急救技能”工作坊，由清华大学医院医生对学生志愿者进行
心肺复苏术、自动除颤器（AED）使用等基本急救技能的讲授与培训。
图为清华大学冬奥学生志愿者在急救技能培训上学习心肺复苏术。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完稿时隔20年后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精装版首次出版

11月27日，奥斯卡、万达
旗下多家影院开放购票，不少
影迷第一时间前去观影，郑州
电影院又回来了！这已是郑
州电影院在2021年的第三次
复工，美妙的休闲观影时光终
于又回归了。根据猫眼专业
版显示，当日全市日票房为
167.16万，总出票4.59万张，
总场次为3518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