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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王方方
文 李焱 图）昨晚，由市政府主办，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 2022年郑州市
精品剧目演出活动拉开序幕。作为首场
演出，豫剧《琵琶记》在郑州大剧院歌舞
剧场精彩上演（如图），吸引众多市民免
费观看。

据了解，豫剧《琵琶记》由郑州市豫
剧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员张艳萍、任三
印主演，张艳萍凭该剧“赵五娘”一角曾
获第27届梅花奖。《琵琶记》是中国戏曲
史上最负盛名的经典之一，豫剧《琵琶
记》改编自“南戏之祖”——《赵贞女蔡中
郎》。本着对经典的敬畏态度，豫剧《琵
琶记》努力保留其神韵与精华，精心剪
裁，适度发挥，古朴中见清新，苍凉中蕴
暖意。其大孝大爱，感天动地；其长歌当
哭，令人永记。原作中“吃糠”“描容”等
经典段落都得以生动再现，而“摘孝帕”

“见夫”等段落则结合豫剧声腔有精彩的
发挥,使观众在酣畅淋漓的豫剧音乐中

感受岁月与经典的无尽魅力。该剧今晚
在郑州大剧院继续上演。

本次演出采取免费发票的形式。为
让更多喜爱演出活动的群众欣赏到精彩
剧目，经演出院团授权同意后，演出通过
郑州文旅云平台同步进行网络直播。市
民可关注“郑州文旅云”公众号，即可在
线查看演出预告、预订演出门票、观看演
出直播。

据了解，郑州市精品剧目演出活动
自 2018 年举办以来，连年被列为市政
府重点民生实事，活动丰富了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为提升郑州文化影响力、扩
大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的
演出活动计划于 11月底前完成 16台、
30场演出。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精心
遴选郑州市文艺院团优秀剧目、省外文
艺院团获得过国家级奖项的优秀经典剧
目以及境外精品剧目，涵盖戏曲、舞剧
（舞蹈诗剧）、话剧、交响乐（音乐会）等艺
术门类形式。

郑州精品剧目演出活动启幕
首场豫剧《琵琶记》精彩开唱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6月21
日电 21日晚，第 19届世界游泳
锦标赛女子 200 米自由泳决赛
中，中国的奥运冠军杨浚瑄以 1
分 54 秒 92 摘金。这是中国游
泳队在本届世锦赛上获得的第
一块金牌。

拿到职业生涯首枚长池世
锦赛金牌的杨浚瑄赛后在接受
场边采访时，甚至有些不知所
措，尽管她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
上为中国队获得了女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冠军。这位山东
姑娘对记者说，其实自己并没有
准备好迎接这枚金牌。

澳大利亚名将奥卡拉汉获
得亚军，汤慕涵以 1 分 56 秒 25
收获一枚铜牌。汤慕涵也是东
京奥运会女子4×200米自由泳
接力冠军队伍的成员。

决赛中，20 岁的杨浚瑄在
第二泳道，19 岁的汤慕涵在第
八泳道。出发时，两位中国选手
并不领先。50米后杨浚瑄位居

第五，而汤慕涵在 100米后仍居
末位。后半程中国小将一起发
力，杨浚瑄一举抢到第一位并
保持到比赛结束，汤慕涵也追
到第三名。

杨浚瑄赛后说：“这个项目
中，有些世界顶级高手没有参
赛，给了我这次机会，我是以平
常心去游。赛前自己身体状况
不太好，通过不断调整、调动自
己，能有这样的结果非常不容
易，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

游泳世锦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力压群芳

杨浚瑄为中国游泳队夺首金

杨浚瑄在比赛中入水杨浚瑄在比赛中入水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郑焕松 摄摄

6 月 21 日晚，中超联赛第一阶
段结束第五轮的全面争夺，升班马
武汉三镇4胜 1平拿到13分，排名积
分榜榜首。武汉三镇本赛季的表现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1年前的广州恒
大——那么，这支升班马能像当年
恒大一样，再度创造中国顶级联赛
的“凯泽斯劳滕神话”吗？

五轮比赛过后，中超竞争格局
逐渐清晰，除了领跑的“黑马”武汉
三镇，强势崛起的上海申花以及两
支北方球队河南嵩山龙门和山东泰
山表现也不错，加上本轮取得大胜的
北京国安，以上五强组成了目前争
冠第一梯队。而五连败的河北队和
广州城似乎早早锁定了降级名额。

本轮武汉三镇队派出全部主
力，在外援的率领下，完全压制住
了上海海港，早早取得两球的领先
优势。尽管海港下半场扳回一球，
但最终还是 1∶2 输掉了比赛，遭遇
了本赛季第三场失利。冬训期接
连引进张琳芃、徐新、冯劲，身价榜
冠绝中超，一度被认为是本赛季最
强球队，然而缺少核心奥斯卡的海
港，仅在鱼腩球队身上取得两场胜
利，5 轮比赛已经被武汉三镇拉开
了 7分差距。

叱咤甲 A和中超多年从未降级
的老牌豪门上海申花，上赛季一度沦
为保级，今年这支“蓝魔”强势回归。
本轮申花2∶0力克武汉长江，目前仅
以净胜球劣势位居积分榜第二。

费莱尼头球破僵局后，山东泰
山三球大胜大连人豪取三连胜，而
大连人新赛季开打以来的不败战绩
就此终结。单看比分差距确实有些
大，不过就比赛的过程而言，大连人
基本发挥出了球队的现有实力，毕
竟对手也只是凭借外援的个人能
力，在最后时刻才锁定胜局。

经历了比分领先、人数占优而
被升班马逼平的低迷后，做出人员
调整的北京国安在与深圳队一役中
呈现了全新面貌，张玉宁梅开二度
助国安4∶1大胜对手，一扫上轮被梅
州客家逼平的阴霾。

天津津门虎队 2∶0战胜沧州雄
狮取得赛季首场胜利，凭借这场胜
利，津门虎取得 1胜 2平 2负积 5分
的战绩，暂时摆脱降级圈。

梅州客家与成都蓉城的比赛，
两支升班马最终 0∶0握手言和。对
于梅州客家来说，没能拿下比赛还
是有点可惜，作为半个东道主，5轮
过后，梅州客家 1胜 4平保持不败，
成为梅州赛区唯一不败的球队。

升班马浙江队 4∶2轻取广州城
取得新赛季首胜，让“南粤虎”遭遇
五连败重创，与同样五连败的河北
队一起坐稳垫底的位置。

昔日豪门广州队本轮凭借杨立
瑜的进球，1∶0 拿下难兄难弟河北
队，这也是他们本赛季打进的第一
粒进球，终止了尴尬的连败。

本报记者 刘超峰

升班马领跑演“神话”
五强争霸格局初形成

——中超联赛第五轮综述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
从河南省重竞技航空运动中心获悉，
在日前于山东潍坊结束的2022年全
国跆拳道青年精英集训营上，孙佳
慧、李佳峰两位女将发挥出色，分别
获得集训营对抗赛女子+68公斤级
冠军、女子46公斤级亚军，并借此入
选国家跆拳道青年集训队。

据了解，本次精英集训营从 6月

12日开始，并通过基础体能测试和
对抗赛，选拔出优秀的运动员和教练
员，组建国家青年集训队，备战世界
青年跆拳道锦标赛和亚洲青年跆拳
道锦标赛。本次集训营的年龄标准
为 2005年—2007年出生的运动员，
吸引了来自全国 28个单位的 200多
名运动员参加集训，河南省跆拳道队
共派出了11名适龄队员参与其中。

我省两小将入选
国家跆拳道青年集训队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
从 河 南 省 球 类 运 动 中 心 获 悉 ，
2021—2022 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
赛备赛集训目前正在广东江门进
行。作为将要参加联赛14支俱乐部
球队之一的河南男排，正在主教练
崔建军的带领下进行认真备战。

通过本次备赛集训，促进和加
强队伍间的交流与学习，进一步提
高我国男排一线队伍的竞技水平和
教练员的执教能力。整个集训从 6
月 18 日持续到 7月 18 日，4周的集
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进行训练，包
括体能训练和技战术训练。为提高

体能训练效果，在集训开始和集训
结束前组织两次体能测试。

为了检验并带动训练，本次备
赛集训在每周六、日还安排各队之
间的单循环对抗比赛，又称为“周末
联赛”。通过比赛，提高运动员的技
战术实战运用能力，积累比赛经验，
发现技战术问题，以便在训练中更
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很长时间没有外出集训和打
比赛了，大家都很兴奋，希望通过这
次备赛集训的机会，提高队伍的体
能和技战术水平，为新赛季联赛做
好准备。”崔建军满怀期待地说。

河南男排集结江门备战联赛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记
者从市校足办获悉，2021—2022 年
郑州市“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
赛小学男子超级甲组决赛日前落下
帷幕，传统劲旅郑上路小学以6∶0的
绝对优势大胜农业路小学获得小学
男子超级甲组冠军。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我市各小学
的共 16支足球队参加，经过激烈角
逐，郑上路小学足球队以一路全胜
的战绩杀进决赛，决赛中，郑上路小
学明显技高一筹，最终以6∶0大获全
胜夺得冠军，再次捍卫传统足校的
领先位置。

“市长杯”男子超级甲组收官

本报讯（记者 秦华）兰考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为
给砥砺奋进中的兰考输入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大兰考
的美术普及力度，6月 21日，河南省美协组织画家走进
兰考，与兰考基层美术工作者、美术爱好者深度交流，
辅导创作。

据悉，“翰墨润中原——河南省美术书法作品大赛”
是省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喜迎二十大 欢乐进万家”十
大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选出最能代表基
层作者水平的作品，选出基层作者最优秀的作品，今年 6
月，省美协曾组织专家先后来到新乡辉县、新乡县以及汝
州市进行创作辅导，此次来到兰考是活动的第三站。

此次艺术家辅导小分队来到兰考，是第一次近距离
观摩兰考美术工作者的作品。省美协负责人表示，通过
活动，真切感受到了兰考美术工作者强烈的创作热情和
对家乡的热爱，今后会组织更多画家到兰考参观采风，
有可能的话，在兰考举办一些展览活动，用画笔描绘这
片热土的新发展与新成就，为弘扬焦裕禄精神做出美术
界的贡献。

“兰考的十多个作者，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带了过来，
能得到美术名家的点评，大家受益匪浅。”兰考县文联负
责人说，接下来，兰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将各位专家
的建议消化吸收，提高创作水平，争取在“翰墨润中原
——河南省美术书法作品大赛”活动中取得好成绩。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获悉，2022 年第五届郑州市少儿朗诵故事大赛已启动
报名工作。

本届故事大赛以“盛世中国 追梦少年”为主题，以“读
中国故事，诵家国情怀”为内容，旨在通过故事朗诵全面
展示我市少年儿童艺术风采和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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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赛分为幼儿组（年龄3岁至 6岁），形式为讲一个完
整的故事；小学组（7岁至 12岁），形式不限，朗诵、故事均
可；初中组（13岁至 15岁），形式不限，朗诵、故事均可；亲
子组（3岁至 6岁），形式由家长陪伴完成舞台故事及朗读
表演，参与幼儿组比赛选手，也可报名参与亲子组比赛。
参赛作品应具有较好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内容要
求健康活泼，富有童趣，易于表演，短小精悍，提倡创新。

此次比赛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大家可关注“郑
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官方微信填写信息完成报名，也可
登录“郑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官方网站（zzclib.cn)填写
信息进行报名。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
从郑州图书馆获悉，由郑东新区宣
传部（文明办）主办的“童心向党
喜迎二十大”少年儿童书画作品展
已在郑州图书馆开展。

据了解，该展览精选了数十幅

“童心向党·喜迎二十大”主题优秀
儿童书画作品在郑州图书馆进行
线下展览。展览作品围绕喜迎二
十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红色基
因传承、郑州高质量发展四类主题
进行创作，少年儿童通过放飞想象

力创造力，用作品表现党的故事、
身边事以及多彩的生活和梦想，表
达自己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8月底前，市民可前往该馆免
费参观，也可关注郑州图书馆微信
订阅号在线欣赏。

省美协组织画家
走进兰考辅导创作

第五届市少儿朗诵
故事大赛快来报名

“童心向党喜迎二十大”少儿书画作品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