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曼谷5月 13日
电 中国女队13日在羽毛球尤
伯杯半决赛中以3∶0战胜东道
主泰国队，将与韩国队争夺冠
军。12日晚在曼谷进行的汤
姆斯杯羽毛球团体赛四分之一
决赛中，中国男队0∶3败给卫
冕冠军印度尼西亚队，止步八
强。自2016年后，中国队首次
无缘汤姆斯杯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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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女队与泰国队进行的尤伯
杯半决赛中，率先进行的女单比赛，
奥运冠军陈雨菲以 21∶18 和 21∶12
击败泰国名将拉差诺·因达农，为中国
队先拔头筹。

陈雨菲赛后表示，虽然比赛取
胜，但过程中有许多细节其实做得不
是特别好。对于决赛，陈雨菲说：“信
心肯定要有，但一定要做好准备。”

随后的女双比赛，陈清晨/贾一
凡对阵宗功攀/拉温达。“凡尘”组
合在双方过往交锋中保持全胜。在
以 17∶21 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国羽
组合以 21∶13 和 21∶15 连扳两局逆
转获胜。

贾一凡赛后表示，第一局失误较
多，虽然在与对方的战绩中占优，但
两人事先已经预料到对手在主场会

超水平发挥，因此首局失利并不意
外；两人一直相信自己的能力，及时
调整，随后的比赛更加顺畅了。

在第二单打的比赛中，何冰娇以
两个 21∶15击败李美妙，为中国队锁
定决赛席位。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韩国队以3∶0
横扫上届尤伯杯亚军日本队，将与中
国队在 14日的决赛中争冠。

在汤姆斯杯开场第一单打较量
中，中国男队派出世界排名第 38 位
的赵俊鹏、而不是本次参赛排名最高
（第25位）的陆光祖，迎战世界排名第
五的印尼选手金廷。在首局 12∶21
失利的情况下，赵俊鹏在第二局中打
得十分顽强，几度追平比分，最终以
27∶25 赢下第二局。第三局赵俊鹏
开局领先，但被对手反超，最终以

17∶21失掉决胜局。
他赛后表示，自己在比赛过程

中一直在调整，第一局在顺风区打
得比较小心翼翼，给了对手一些进攻
的机会，第二局换到逆风区逐渐适应
了对手的进攻并展开有效对抗，但第
三局后半段有些着急，“状态还是不
太稳定”。

随后的“一双”较量中，刘雨辰/
欧烜屹以 17∶21 和 16∶21 接近比分
负于老将组合阿山/苏卡穆约，中国
队再失一分。

第三场单打比赛由世界排名第
50位的李诗沣对阵世界排名第八的
乔纳坦·克里斯蒂。第一局乔纳坦
21∶13获胜，第二局双方比分你追我
赶，但最后李诗沣还是以 18∶21负于
对手。

本报讯（记者 秦华）5 月 14 日是焦裕禄同志逝世 58
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焦裕禄诞辰 100周年。昨日，根据
电视动画片《焦裕禄》改编创作的《一棵泡桐映初心》系
列漫画通过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省纪委监委网站等
全网首发。

该作品由河南省委宣传部讲师团、河南省纪委监委网
站、河南省漫画家协会、洛阳市洛龙区纪委监委联合出品，
共计 26集，用生动的人物形象及鲜活的语言，展现人民的
好公仆、好干部焦裕禄同志当年带领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治
理“三害”的感人事迹。

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由河南小樱桃动漫集团制作
的电视动画片《焦裕禄》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
和少儿频道、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央组织部共产
党员网、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集中展播。据国家广电总
局“中国视听大数据”分析统计，《焦裕禄》电视动画片每
集平均收视率 0.586%，位列 1 月全国 235 部动画片收视
率第一，忠实度 93.355%。这是河南制作的动漫影视作
品首次登上全国收视冠军宝座，向全国电视观众交出了
一份优异的答卷。

据主创团队介绍，推出《一棵泡桐映初心》系列漫画，旨
在深入推进中央宣传部“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以及省委“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扎实开展，生动展
现人民的好公仆、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的光辉形象，用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激励和动员
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勇毅前行，满
怀信心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
悉，“2022夏文化论坛——多学科视野下的夏文化研究”拟
于6月下旬在许昌禹州举办。

夏文化探索是一项重大课题，是研究整个中华文明形
成和早期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课题，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学
者关注。夏文化起源发展于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早期发
展的关键环节。由于夏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境内，河南学
术界在夏文化研究中肩负历史重任。

为加强对夏王朝历史的全面认识，促进夏文化研究和
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史前文化研究分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郑州嵩山文明
研究院等单位拟举办此次论坛。

本届论坛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文物局指导，
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承办。论坛线上和线下相结合，以
专家报告、参会代表交流讨论等形式进行。届时，参会专家
将围绕史籍上的夏、夏文化的考古学探讨、夏文化的多学科
研究、夏文化的物质遗存研究等方面进行学术交流，展示最
新研究成果。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新郑市文化馆获悉，
由新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该馆承办的“诗画里
的新郑”主题诗词、绘画作品征集活动已启动。即日起至6
月 30日，主办方面向社会征集相关作品，邀您一起感受城
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为党的二十大献礼。

此次活动征集主题为：通过描绘自己的观察与感受，
记录身边的变化，反映新郑的发展，表达对新郑的热爱；感
受在党的领导下，新郑人民团结友爱、齐心协力，共建美
好家园的艰辛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全社会诗词、绘
画爱好者均可参加。投稿作品以“诗画里的新郑”为主
题，既可反映新郑在城市建设、科技发展上的进步，也可
突出新郑市生态环境、山水美景的改善，还可以体现新郑
市人文风景、道德文明的提升。诗词作品要求主题鲜明,
注重思想性、文学性和可读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
生命力。

据了解，报送作品原件，需在背面右下角粘贴“作品标
签”，并准确填写作品信息。所有作品均需提交原件，可邮
寄。同时电子版稿件发至电子邮箱：xzwhg62693456@
163.com，需注明作品名称、作者姓名、年龄、作品理念阐述
（100 字左右）。联系电话：0371-62693456。邮寄地址：
新郑市人民路西段新郑市文化馆。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被誉为“文坛常青树”的作家
贾平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新作，也是他的第19部长篇
小说——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

自 1973 年发表文学作品以来，贾平凹从事文学创作
已近五十年，出版过大量重磅作品。这一次，贾平凹重返
生于斯长于斯的秦岭大山，携带《山海经》和《聊斋志异》
等所蕴藏的传统文化基因，将秦岭里的物事、人事、史事
悠悠道来，奉献出一部在心里累积经年的秦岭山川草木
志、动物志、村落志、人物志。

贾平凹作品一向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秦
岭记》中，作者用古朴浑厚的文字讲述悠远而现代的故
事，读者可以看到：可以听懂人话的忠犬；高僧进入便会
流出泉水的山洞；人抱着哭，叶子就会一起流眼泪的皂
角树……这些故事带领读者进入一个混沌磅礴、雄浑开
阔的境地，产生阅读当代的《山海经》《聊斋志异》之感，
读来趣味横生。

值得注意的是，《秦岭记》更是给读者带来了不一样
的文本体验——笔记体小说。 创作这部作品时，贾平凹
说，他不想写现在流行的小说与散文，想突破文体疆界，
写出不一样的东西。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作者从心所欲
不逾矩，既承续中国古典文本传统，又在意趣笔法上自
成一格。

近期，因疫情防控“慢”下来的郑州，群
众文化生活转向“云端”，“线上看演出”成为
不少市民喜爱的文化活动。

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从 3月底开
始，郑州大剧院策划并特别推出“云上展演”
系列演出直播活动，从抚慰人心的《云上烛
光音乐会》，到纾解压力的《云上放风音乐
会》；从讲述河南好故事的《山马武师棋音乐
会》，到讲述中原大地各族民众致富的豫剧
《情满合欢寨》；从合家欢儿童剧场《小红帽》
到传统经典名剧豫剧《白蛇传》……多部好
剧轮番上演，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好
戏，体验文化艺术的魅力。

郑州大剧院“云上展演”系列是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由郑州大剧院联合社会
和优质院团资源探索打造，旨在为观众欣赏
优秀剧目演出提供更便捷的方式，并利用移
动新媒体平台吸引更多网友去感受舞台艺
术魅力，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五一假期，
郑州大剧院坚持做到疫情防控期间文化服

务覆盖常态化，特别推出五一“云上直播
间”，原版法语音乐剧《摇滚红与黑》、经典豫
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黄梅戏《天仙配》以
及由上海越剧院带来的名角名戏《红楼梦》、
《京华之声》爱乐男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陈
萨钢琴音乐会等 6部 11场好剧在郑州大剧
院视频号、抖音平台轮番上演，直播累计观
看人数超 30万人次。大家纷纷留言：“疫情
过后，一定要去看一次现场！”“感谢郑州大
剧院，陪伴市民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

五一假期结束后，好戏依然不停歇。郑
州大剧院 5月云上展演异彩纷呈，并保持每
日一部好戏连演两场的频率与市民云端相
见。母亲节特别献礼《最美歌声献给党》音
乐会、经典越剧《祥林嫂》、原创现实题材话
剧《右玉》、大型原创编年体史诗话剧《索菲
亚教堂的钟声》、原创黄梅戏《姑溪谣》、曲剧
《丹水颂》、沈媛管风琴独奏音乐会、童话剧
《小王子》、经典传统黄梅戏《红罗帕》等多部
优质剧目在“云上”陆续与市民见面，让优质

内容供给不间断，努力做到疫情防控期间文
化服务全覆盖、常态化。

“‘云上剧院’不是疫情防控下的救急手
段，而是探索文化服务新模式，艺术普惠的
一条新路。”郑州大剧院负责人表示，“云上
剧院”展演囊括“云剧场”“云 LIVE”“云大
咖”“云艺+”四大板块，在线提供海量精品
剧目资源，全方位架起与观众的桥梁，做到
在“云端”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云剧场”包
罗 系 列 国 内 外 艺 术 精 品 演 出 放 映 ；“ 云
LIVE”致力于扶持本土原创音乐人打造的
线上 LIVE音乐现场；“云大咖”邀请知名艺
术大家普及艺术知识；“云艺+”通过调动社
会及剧场艺术资源，丰富与观众的互动方式，
以此来扩展更多剧场艺术的“打开方式”。

未来，郑州大剧院将推出更多高品质的
艺术演出及活动，以充实和滋养大众精神文
化生活，让更多渴求文化之美浸润的心灵在
云端与艺术相遇。 本报记者 成燕 文

郑州大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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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排球协会12日公布的参加
2022年国家排球联赛中国男女队阵容中，河南男排
蒋正阳、祁嘉豪榜上有名，正处在手腕伤病康复期
的朱婷则无奈缺席。

今年的国家男排联赛共有 16支参赛队。中国
男排将在6月 7日至12日首先亮相巴西利亚（巴西）
站，然后于 6月 21日至 26日参加奎松（菲律宾）站，
接着于7月 5日至10日参加格但斯克（波兰）站。中
国男排参加今年国家男排联赛的阵容由 25名队员
组成，由江川（队长）、戴卿尧等名将领衔，包括 6名
主攻、7名副攻、4名接应、4名二传、4名自由人，河
南男排蒋正阳、祁嘉豪两名实力派年轻队员，分别
司职副攻和自由人，从参加今年 2月中旬到 3月中
旬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男排精英训练营，到目前正在
广东江门随新一期中国男排集训队进行封闭训练，
两位小伙子都没有缺席，不断提升实力逐步在中国
男排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中国男排参加今年国家男排联赛目标是争取更多
的国际排联积分，为冲击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做准备。

今年的国家女排联赛同样也有16支参赛队，分
站赛将从 5月 31日开始。中国女排将于 5月 31日
至 6月 5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参赛，6月 14日至 6月
19日转场菲律宾奎松，6月 28日至 7月 3日则将前
往保加利亚索菲亚比赛。中国女排参加今年国家
女排联赛的阵容由 24 名队员组成，由袁心玥（队
长）、龚翔宇、丁霞三名奥运冠军领衔，包括 7名主
攻、6名副攻、4名接应、3名二传、4名自由人。处于
术后康复阶段的两大主攻朱婷和张常宁双双缺席。

新华社华盛顿5月12日
电 2021～2022 赛季美职篮
12 日迎来季后赛的两场对
决。独行侠队113∶86大胜太
阳队，将系列赛拖入抢七。热
火队 99∶90 击败 76 人队，以
总比分4∶2晋级东部决赛。

此前大比分2∶3落后的独
行侠队回到主场迎来与太阳队
的关键一战。首节比赛打得十
分胶着，独行侠队凭借丁威迪
最后的三分球取得3分领先。次
节中段太阳队进攻突然“断电”，
他们在近 8分钟里仅得 8分，
独行侠队趁机打出一波 19∶6
的攻势，取得60∶45的领先。

易边再战，东契奇连得 6
分帮助独行侠队将优势扩大
到 20分，此后太阳队几次发
起反扑，但都被手握大比分领
先的独行侠队通过出色的防
守成功遏制。最终独行侠队
将总比分扳成3∶3。

此役，东契奇砍下 33 分
11篮板 8助攻，太阳队的艾顿
拿下21分 11篮板。

同样迎来背水一战的 76
人队没能顶住压力，他们与热
火队在上半场打得难解难分，
双方交替领先，半场战罢76人
队以 48∶49 落后，但首节丹
尼·格林受伤离场为之后的比
赛埋下了隐患。

下半场 76 人队进攻不
顺，巴特勒独得 12 分带领热
火队打出 19∶4的进攻高潮，
建立起 11分的优势。末节热
火队乘胜追击，凭借一波 8∶0
的攻势将分差一度拉开到 19
分，从而终结了 76 人队本赛
季全部征程。

本场比赛，热火队巴特勒
砍下 32分，施特鲁斯得到 20
分 11篮板。76人队这边，恩
比德拿下 20分 12篮板，马克
西得到20分。

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58周年

《一棵泡桐映初心》
系列漫画全网首发

2022夏文化论坛
将 于 下 月 举 行

“诗画里的新郑”
开始征集作品

贾平凹推新作《秦岭记》
云端看剧 精品不断

“云上剧院”引领市民休闲新方式

河南男排两将入围
国家排球联赛阵容

NBA季后赛

独行独行侠大胜太阳拖入抢七侠大胜太阳拖入抢七
热火击败热火击败7676人挺进东决人挺进东决

陈
雨
菲
在
比
赛
中
回
球

新
华
社
发

刘雨辰（右）/欧烜屹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右图：独行侠队球员东契奇（上）在比赛中扣篮 新华社/路透

中国女羽挺中国女羽挺进尤伯杯决赛进尤伯杯决赛
中国男队无缘中国男队无缘汤姆斯杯四强汤姆斯杯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