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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
体育局获悉，该局近日与河南省教育厅联合
印发《河南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
和管理指南（试行）》，促进全省体育类校外
培训机构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针对目前河南省良莠不齐的体育类校
外培训机构，《指南》列出了一系列规范标
准，除了规定培训机构注册资金原则上不少
于30万元、从业人员具备相应资质以及符合
相关要求的体育器材和场地之外，设立培训
机构还需要体育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意见
书，而且中小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校外

培训机构。
《指南》在场所设施方面提出了详细的

要求，培训机构教学场所使用面积不少于办
学场所总建筑面积的 2/3；棋牌类体育项目
每班次培训的人均培训面积不小于 3 平方
米，其他体育项目每班次培训的人均培训面
积不小于 5平方米；培训场所应预留安全距
离，确保不拥挤、易疏散，具备与所开展体育
培训运动项目相适应的场所空间；不得使用
居民住宅、地下室、半地下室及其他存在安
全隐患的场所。

在安全保障方面，《指南》规定，培训机

构办学培训场所必须符合国家关于消防、住
建、环保、卫生、食品经营等法律法规及政策
规定，并达到一系列相应要求。此外，鼓励
培训机构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在对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资质以及人
员配置的具体要求上，《指南》明确，培训机
构的教学人员、教研人员应持有以下 6种证
书中的至少一种——体育教练员职称证书、
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全国性单项
体育协会颁发的体育技能等级证书、体育教
师资格证书、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
的人才评价机构颁发的体育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经省级（含）以上体育主管部门认可的
相关证书。与此同时，培训机构原则上每班
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5人，超过 10名
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两名执教人员。

《指南》在收费管理方面要求，培训机构
的收费应符合《河南省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
资金监管暂行规定》。全面使用教育部、市
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严禁利用不公平格式条
款侵害学员合法权益。不得一次性收取或
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规定时长的费用。

河南发文规范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
对设置标准和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游泳世锦赛

中国花样游泳创历史
摘集体技术自选金牌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记者从河南嵩山龙门足
球俱乐部获悉，中国足协近日通知各足球俱乐部，正式确
认夏季转会注册期为8月 1日至 31日，中超、中甲、中乙俱
乐部均适用。上述办理时间适用于国内转移登记和涉外
转移登记。

新赛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有两个转会期，第一个转会
窗口办理时间为 3月 15日至 4月 15 日。这次夏季转会
期，对于有意且有足够财力引援补强阵容的俱乐部来说，
是进一步提高球队战斗力，争取更好成绩的机会。

不过，在今年第一个转会窗口，转会市场非常冷清，可
以预见，这次的夏季转会，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动作。

中国足协公布
夏季转会日期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在河南嵩山龙门对阵长春亚泰
的中超联赛第五轮比赛中，嵩山龙门小将牛梓屹在一次拼
抢中受伤，中场休息的时候被队友背下场。牛梓屹第一时
间去了医院拍片，初步判断是右腿韧带方面的伤病。昨
日，牛梓屹在微博发文表示，自己伤病并无大碍，谢谢大家
的关心。

对牛梓屹这样的潜力新星来说，唯一阻碍他前进的就
是伤病。去年河南嵩山龙门对阵青岛队的比赛，牛梓屹就
运气不好，遭遇严重的右膝前交叉韧带断裂，整整半年时
间都在康复。

中超是四天一赛的赛会制，对于队员的体能以及身体
状况是一次严峻考验。一方面，密集的赛程和闷热的天气
造成了球员们很容易受伤，另外一方面，封闭条件下对于
球员的伤病恢复存在着一定影响。

嵩山龙门小将
伤势已无大碍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2022
年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第一期
继续教育培训班在中牟开班，来自
全市 16 个县 (市)区的 200 名社会
体育指导员通过参加本次培训班
学艺再提高，提升个人业务水平和
执教能力。

2022年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
继续教育培训班由郑州市体育局主
办，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承
办。第一期培训班的培训内容为武

术类，包括理论学习和技术课、个人
专项技能教学指导两大部分。市体
育局专门邀请了王凌娟、张华岳、帖
梅凤、宋萍、陈静等国家级、国家一
级等社会体育指导员，担任本期培
训班的授课老师。培训过程中，每
一位参训学员都非常珍惜这次难得
的学习机会，大家认真观摩、刻苦训
练，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学员们纷纷
表示受益匪浅，学习效果显著。

本期培训班结束后，市体育局

还将陆续举办操舞类、综合类等培训
班，旨在通过一系列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班的举办，进一步加强我市社
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
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全民健身活动中
的骨干作用，实现我市社会体育指
导员工作的新发展。进一步推动我
市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强
群众身边的科学指导，使我市全民健
身科学化水平再上新台阶，为体育
强市和健康郑州建设助力。

本报讯（记者 陈凯）夏日炎炎中也能感受冰雪运动的
魅力？昨日，记者从河南省全民健身中心获悉，“锦绣中
原”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之 2021—2022年度河南省陆地冰
壶公开赛第三站比赛日前在二七万达举行。近50名爱好
者激情比拼，畅享陆地冰壶运动带来的乐趣。

本次公开赛由河南省全民健身中心主办，河南冰立方
冰壶俱乐部承办，分为青少组和成年组两个组别，采用小
组循环加淘汰赛赛制，参赛的近 50名爱好者来自我市小
学及社会各界。

陆地冰壶是冰壶运动的陆地版本，打破了地域限制，
让体育运动爱好者们有机会随时参与到冰壶运动中。据
了解，目前郑州市已有 15所大、中、小学校开展了陆地冰
壶公开课普及，累计授课约 200节，参与体验指导的师生
人数近6000人次。从2019年至今，已有一万人次参与体
验了陆地冰壶项目。

本年度的河南省陆地冰壶公开赛共设四站比赛，第四站
比赛计划于今年7月份举办，广大爱好者可以关注“河南全
民健身”微信公众号了解赛事详情并报名参赛。河南省全
民健身中心主任贾占波告诉记者，为了让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也能体验和参与陆地冰壶运动，下一步我省还计划推广
桌上冰壶项目，进一步扩大陆地冰壶运动在我省的参与面。

陆地冰壶公开赛
让您尽享清凉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郑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获悉，2022郑州市第二届少儿书法大赛已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主办，郑州文化馆、郑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郑州市书法
家协会承办。此次大赛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全市青少年，通
过书法领略汉字之美、展示书法魅力，传承经典文化、树立
文化自信，彰显中华文化魅力。

按照要求，全市14周岁以下少年儿童均可报名参加，
投稿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各县（市、区）承办单位可自行组
织初赛评选，每家单位选出 20 幅优秀作品参与最终评
选。作品提交截止时间为9月 20日。

本次征稿仅收软笔书法作品，书体、形式不限，原则上
每人仅可提交一幅作品。作品内容要紧紧围绕“盛世中
国 追梦少年”主题，形式不限（可包含古今诗词、楹联、文
赋等，篆书、草书作品须附释文）。报送作品需线上填报信
息并线下报送作品原件。线上填报信息可关注“郑州少年
儿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也可登录“郑州少年儿童图书
馆”官方网站（zzclib.cn)。

线下作品报送提交地址为郑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金水
区杨金路河南外包产业园天元 A三楼）。本次大赛设置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辅导奖、优秀组织奖。

市第二届少儿
书法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从河南省美术馆获悉，因《长
河大道——黄河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巡展（河南站）》展览
布展工作要求，该馆 1、2展厅及陈列厅 6月 21日至 24日
期间暂不开放。

在展厅暂停开放期间，河南省美术馆特别推出 11个
线上展厅：黄河流年——于德水摄影作品展、吾城吾乡
——余海波摄影作品展、河南省艺术名家推介工程：会
见·大地——于会见作品展、“美术馆里过大年”沸腾的
乡村——乡村振兴美术作品线上展、“美术馆里过大年”
黄河文化主题创作线上展、黄河落天走东海——河南省
当代陶瓷艺术研究线上展、河南文旅创意作品及优秀美
术作品线上展、马国强捐赠速写作品展、翰墨太行——李
强书法展、薪火传钧——刘建军钧瓷技艺传承展、润物无
声——李永海与新中国初期河南水彩画等，以满足观众
朋友们观展需求，可在“河南省美术馆”微信公众号回复

“线上展厅”在线观展。
据悉，《长河大道——黄河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巡展

（河南站）》将于6月 25日开展并展至7月 24日。

河南省美术馆
展厅暂停开放

本报讯（记者 秦华）奥斯卡电影院线“人生大事，感恩有
您”专场活动日前在奥斯卡曼哈顿、航海路丹尼斯影城举办，
邀请了媒体和部分影迷提前观看了电影《人生大事》，影片治愈
的主题、笑点泪点兼具的情节、演员精湛的演技，获得观众的一
致好评。

电影《人生大事》由韩延担任监制，这也是他继《滚蛋吧!
肿瘤君》和《送你一朵小红花》之后，再度探讨生命与治愈的
主题，由朱一龙领衔主演，杨恩又特别出演。影片聚焦鲜有
人问津的“殡葬领域”，讲述了殡葬师莫三妹(朱一龙 饰)在刑
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武小文(杨恩又
饰)，小文的出现，意外地改变了他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

朱一龙饰演的三哥寸头花衬衫一身痞气，但他难掩心中
的满腔赤诚；小演员杨恩又饰演的武小文扎着两个丸子
头，手执自制红缨枪，宛如“小哪吒”般酷飒又顽劣，两人
的互动让人觉得又好笑又心酸。片中，朱一龙为了将“莫
三妹”这个角色饰演的更深入人心，下了不少功夫，演技极
致细腻，张弛有度。

观影结束，现场观众纷纷表示“感人，温情，有泪点有
笑点”“情节很流畅，演员演得很投入”。网上也有许多影
迷评价该片题材罕见大胆、别出心裁，朱一龙的演技更是
备受肯定。

《人生大事》无疑是这个夏天最受瞩目的国产佳作，影片
6月 19日进行了第一轮点映，猫眼、淘票票开分均为9.7。据
灯塔专业版显示，电影《人生大事》创下近三年剧情片、家庭
片点映评分双纪录。38座城市超前点映上座率达 55.75%，
是今年春节档以来上座率最高单片。目前，电影点映总票房
收入 872.7万，累计票房（含预售）已破千万。电影将于 6月
23日进行第二轮点映，6月 24日全国上映。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韦家辉编剧、执导并监制，集合了
刘青云、蔡卓妍、林峯、李若彤、谭凯等实力派演员的犯罪
动作悬疑电影《神探大战》，昨日官宣全新档期 7月 8日，并
将在 7月 2日至 7月 3日开启超前点映，将为复苏的电影市
场注入活力。

《神探大战》中出现了一个以“神探”为名的犯罪团伙，他
们以暴制暴、预告杀人、私刑执法，牵扯多重血案，使得香港
陷入无尽恐惧之中。同时，患有精神疾病的“癫佬神探”李俊
（刘青云饰）独行查案，以“神探夫妇”陈仪（蔡卓妍饰）和方礼
信（林峯饰）为首的重案组也身陷与杀戮赛跑的缉凶之路。
几方“神探”纠缠在一起，最终结局不知将走向何方。

随着新档期的宣布，影片也发布了全新的“神探四起”
版定档预告及定档海报。预告中各路“神探”纷至沓来，正
邪难辨，又兼爆炸飞车、巴士倾覆等生猛场面冲击感官，“癫
佬神探”李俊（刘青云饰）时而遭人追捕，时而自证清白，在
他的各种疯狂奔袭和谜之操作中，可以预见电影中一系列
发生在香港的犯罪真相十分扑朔迷离，令整部戏的犯罪氛
围冲上巅峰。

而海报上刘青云黄色雨衣上暗藏的“三头”造型更可谓
惊悚分裂到了极点。这三个头表情迥异，一个焦灼满溢，一
个愤怒爆棚，一个疯癫万状，不仅让人直观感受到片中的“疯
癫神探”李俊拥有多重分裂人格，刘青云的表演令人期待。
而海报背景中的大爆炸、直升机等重装场面，则揭示了《神探
大战》将是一部除了生猛剧情更拥有硬核视效的影片。

除却刘青云个人的演技值得期待，影片发布的全新人物
关系版剧照，再次将影片中多元且难辨的人物关系展现在观
众面前，其中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刘青云与蔡卓妍的对手戏。

《神探大战》定档7月8日
“疯癫神探”刘青云正邪难辨

《人生大事》点映口碑佳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学艺再提高

中国队选手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6 月 20
日，勇士队球
员库里向球
迷招手致意，
他在本赛季
当选总决赛
最有价值球
员（FMVP）。
当日，美国加
州旧金山举
行巡游，庆祝
金州勇士队
夺得 2021—
2022 赛季美
职篮总冠军。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6月21日
电 21 日，在第 19 届世界游泳锦
标赛花样游泳集体技术自选决赛
中，中国队以 94.7202 分夺冠，首
次摘得世锦赛该项目金牌，日本
队和意大利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中国队派出的阵容包括常
昊、冯雨、王赐月、王柳懿、王芊
懿、向玢璇、肖雁宁、张雅怡8名选
手，其中双胞胎姐妹王柳懿、王芊
懿此前在双人技术自选项目中夺
冠，21日在参加集体技术自选决
赛前，刚刚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
双人自由自选预赛。

中国队在集体技术自选预赛
中以 94.0039 分位居第一。决赛

中，中国队在 12 支队伍中第七
位出场，开场就以难度颇高的水
中高抛引爆全场，比赛表现的主
题是追梦。整套动作堪称完美
的视觉盛宴，以《我爱你中国》作
为背景音乐，在世界赛场上展现
出浓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
完美诠释中国文化。日本队和意
大 利 队 分 别 获 得 92.2261 分 和
91.0191分。

中国花游队教练组组长张晓
欢说：“今天（夺得）集体这块金
牌是创造历史的一刻。2017 年
世锦赛上我们在非奥集体项目
上拿过冠军，但在奥运集体项目
上我们以前从来没拿过金牌。

这是中国花游队自 1983 年建队
以来，在奥运集体项目上取得的
历史性突破。”

“我们的对手就是自己。我
要求队员做好自己，全力以赴。
今天我们把在新老交替、最困难
的这七个月里艰苦训练的成果展
示出来，对得起过去这段时间的
努力。今天这套动作表现出姑娘
们的爱国情怀，我们向祖国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

另外，在 20日进行的花游混
双技术自选决赛中，中国组合石
浩玙/张依瑶以 86.4425分获得铜
牌。这是中国花游选手在世锦赛
混双项目上首次获得奖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