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8 2022年7月6日 星期三 编辑 潘松 校对 司建伟 E-mail:zzrbzf@163.com文体新闻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博体路1号郑州报业大厦 邮编：450006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市监广发登字﹝2019﹞01-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

到 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更
加多元，城乡居民体质更加强健，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县（市）以上
城区全部建成“两场三馆”；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到 2.6平方米……昨日，记者从河南省
体育局获悉，河南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加
快建设体育河南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并以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三个部分为抓手，充分发挥体育在高质量建
设现代化河南、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中的
重要作用，深入推进体育强省建设。

《方案》旨在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体育河南的决
策部署，在“总体要求”部分，明确了目标：适
应全民健身需求多样化、科学化、信息化、融
合化、生活化、社交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构建
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到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达到38.5%；县（市）以上城区全部建成“两场
三馆”，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和乡镇、行
政村健身设施配置更丰富、功能更完善；全
省新建、改扩建体育公园70个以上，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到 2.6平方米，每万人拥有足
球场地数量达到0.9块，有条件的地方达到1
块以上；每万人拥有体育社会组织达到1个，
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人以上。

举办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办好残疾
人运动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农民

运动会、职工运动会和老年人健身大会，开
展全民健身线上赛事活动，扩大高水平赛事
项目覆盖面。鼓励每个设区市至少培育 1
个品牌赛事活动。办好豫冠足球联赛、城市
男子篮球联赛、“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气
排球联赛等群众性“三大球”联赛。

每年开展全民健身省级品牌赛事活动
30次以上、市级 200 次以上、县级 2000 次
以上，带动体育社会组织开展各种类型的全
民健身活动 2万次以上。到 2025年，全省
直接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超过300万，带动
18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

在科学健身方面，《方案》提出，到2025
年，培养 5000名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
员成为科学健身指导员；每年为城乡居民提
供体质健康测评和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不少
于20万人次、“走基层、送健康”全民健身志
愿服务不少于10万人次。

在深化体教融合方面，《方案》提出，实
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开足开好体育
课，丰富课余体育活动，保障学生每天校内、
校外各 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推动田径、足
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武术、
冰雪项目进校园，指导学生较好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培育运动项目人口，形成终身
运动习惯；整合体育系统和社会资源为学校
提供体育服务，着力解决学校体育设施不
足、师资不足的问题；制定优秀退役运动员

进校园担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制度，选派优
秀教练员、运动员、体育俱乐部专业人员进
学校指导体育教学、开展业余训练；鼓励优
秀运动员和体育明星进校园、进课堂，发挥
榜样和激励作用，激发青少年运动兴趣；完
善面向全体学生的青少年竞赛体系。

如何做大做强功夫体育？《方案》提出，
深挖以少林拳、太极拳为代表的民族、民俗、
民间传统体育资源，培育传统项目品牌赛
事。建立健全武术标准体系，完善武术段位
制考评机制，提高技能培训、赛事服务、器材
制造等标准化水平。

持续办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焦作国
际太极拳大赛等国际武术赛事，扩大中国功
夫品牌的国际影响。

《方案》提出，优化竞技体育发展布局，
统筹奥运与非奥运项目、夏季与冬季项目、
优势与潜优势项目科学发展，形成并巩固武
术、自行车、水上、重竞技、田径、球类、射击
等优势项目群，提高核心竞争力。全力做好
第 33届夏季奥运会、第 19届亚洲运动会、
第15届全国运动会等重大赛事的备战参赛
工作，力争更多运动员参赛并取得优异成
绩。建立反兴奋剂长效治理机制，构建反兴
奋剂教育预防体系，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

“零出现”“零容忍”。
加快形成以健身休闲和竞赛表演为龙

头、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

代体育产业体系，培育100家省级体育产业
基地。发展航空运动产业，推动航空竞赛表
演、体验休闲、航空培训、航空产品制造等联
动发展。依托“三山两河”（太行山、伏牛山、
大别山、黄河、淮河）等自然资源，重点发展
登山、攀岩、徒步、骑行、冰雪等户外运动产
业，打造30家省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促进
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扶持体育用品制造
企业，推动射箭、游泳、瑜伽、武术等运动装
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
一批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自主体育品牌。

引进 2~3项具有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的世界级体育赛事、精品体育赛事。持续办
好WTA郑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继续申
办国际乒联巡回赛，发挥体育在推动开放中
的积极作用；鼓励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
国际交流活动，支持郑州、洛阳等有条件的
城市建设国际体育名城；加强对运动项目发
展历史沿革、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加大对优
秀体育人物和事迹的推广力度，发挥体育明
星及团队正能量的作用，为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凝聚精神力量；积极发展具有中原地方
特色的体育文化活动，加强民族、民俗、民间
体育推广。

《方案》还提出了包括加强组织领导、推
动职能转变、强化政策保障、强化科技赋能、
严格责任落实等五条保障措施。

本报记者 陈凯

我省出台《方案》深入推进体育强省建设

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正当河
南嵩山龙门在中超路上不断给河南
球迷带来欢乐之时，昨天，河南嵩山
龙门足球俱乐部官方发布关于卡兰
加伤情的通告。通告称：球队主力
外援前锋卡兰加左腿远端有严重损
伤（胫骨和腓骨受损）。这样卡兰加

至少缺席中超
第一阶段的后
两轮比赛，没
有了卡兰加这
样的进攻真大
腿，对于嵩山
龙门的进攻线
无疑是重大打
击。不过好在
第一阶段还有
两 轮 就 要 结
束，留给卡兰
加有足够的调
整休养时间。

7 月 3 日
晚上，2022赛
季中超联赛第
8 轮河南嵩山
龙门对阵浙江
队的比赛中，
河南嵩山龙门
主力前锋卡兰
加，在比赛第
82 分 钟 带 球
快攻，被浙江
队球员梁诺恒
犯 规 阻 挡 倒
地。受到侵犯

后的卡兰加第一时间上前对梁诺恒
表达了不满，通过直播回放显示，梁
诺恒在阻挡卡兰加进攻时，直接踢
在了卡兰加的左腿上。这个恶意犯
规动作之后，也让卡兰加倒在地上
痛苦地捂着自己的左腿，最终无法
继续坚持比赛，被担架抬下场。赛

后经医院检查与俱乐部队医评估，
卡兰加左腿远端有严重挫伤(胫骨
和腓骨受损)。

这个曾经为河南足球拼到脾脏
破裂的巴西悍将，在河南足球迈向
全面新征程的阶段，又站了出来，成
了球队的关键人物。他的拼搏精神
是值得每个人敬佩的，更得到主帅
哈维尔和全体队员的一致赞扬，本
次伤停定会对河南队的后续比赛产
生不小的影响。

卡兰加自 2018 年中段加盟河
南，在场上的拼搏精神是值得每个
人敬佩的，每一次拼抢、每一次进
攻，他都会用尽全力。切除脾脏后
的他如“涅槃重生”，多次为球队赢
得关键比赛，更被河南球迷誉为

“铁血战士”。如今他在队中效力
已是第 5 个赛季，本赛季至今 8 场
比赛已经有 5个入球，是河南嵩山
龙门队的头号射手，目前排名射手
榜第 3，更是今年中超金靴手的有
力竞争者。卡兰加在近几个赛季
以来，一直承担着球队进攻的重
任，特别是上赛季结束后，他一直
留 在 国 内 进 行 训 练 ，全 力 备 战
2022赛季的联赛。

本次卡兰加的伤停，对于前进
中的河南嵩山龙门定会产生不小
的影响，危难时刻锋线上更需要黄
紫昌、多拉多以及年轻小将承担起
更多的责任。据了解，卡兰加休养
期间，俱乐部将提供更好的医疗保
障，帮助其尽快恢复，力争早日重
返绿茵场。

嵩山龙门射手卡兰加严重受伤
至少缺席两场联赛

新华社伦敦7月4日
电（记者 张薇）中国球员
张帅 4 日和她的比利时
搭档梅尔滕斯直落两盘
挺进温网女双八强，张帅
就此实现四大满贯女双
都 至 少 打 进 八 强 的 战
绩。由于两人之前都奋
战单打，张帅表示双打真
的算“临阵磨枪”，但截至
目前比赛顺利。

本次草地大满贯，33
岁的张帅止步女单第三
轮。梅尔滕斯则是 3日在
女单 16 强之战败北。没
有了单打任务的两人 4日
携手出战女双第三轮，对
阵一对乌克兰和罗马尼亚
组合，第一盘第一局即破
发成功 6∶4拿下，第二局则两度破
发，6∶3实现胜利，而且她们全程没
给对手一个破发点。

“今天挺正常的，我们配合以来
基本都是这样的比分，自己发球局拿
得比较顺利，然后可以一盘破对手一
到两个发球局，整体比较顺畅。”张帅
赛后说。她坦言，她和梅尔滕斯毕竟
都还是单打选手，“几乎没怎么练过
双打技战术的东西，所以看起来可能
没有那些主攻双打的选手那么有战
术性，算是‘临阵磨枪’。”

不过，张帅已有美网、澳网两个
大满贯女双奖杯，梅尔滕斯则是澳
网、美网、温网都体验过女双夺冠滋

味。两人这次联手以头号种子身份
出战，不可避免被问到对于冠军的
期待。

“我觉得还是注重眼前，一步一
步来，以前也没想过澳网和美网（女
双夺冠），所以现在我个人而言还是
比较平静，就是每天做好应该做
的。”她说。

作为巡回赛中经验丰富的球
员，张帅这两年把自己身体照顾得
不错，因而觉得有体力单、双打兼
顾，大满贯时还可以再多打一项混
双。张帅笑言：“一个人我也行，两
个人我也行，旁边男、女我都行。我
比较百搭。”

除了性格好，自言比较包容又
会安慰人、不挑位置也是张帅能“百
搭”的重要前提。“他们问我站左边
还是站右边，站一区还是站二区，站
正手位还是反手位，我说我都行。
反正就是看你们，你们选哪头，我就
站另外一头。可能我两侧比较平
均，因为从小就是打单打，练习时候
正手斜线多少个，反手斜线就多少
个，正手直线多长时间，反手直线就
多长时间。”

张帅/梅尔滕斯接下来将与 7
号种子瓜拉奇/克莱帕茨争夺四强
席位，后者当日淘汰了中国组合徐
一璠/杨钊煊。

张帅首进温网女双八强

张帅（左）/梅尔滕斯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卡兰加是嵩山龙门的卡兰加是嵩山龙门的““关键先生关键先生””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秦华）为进一步丰富河南少年儿童文化生活，
展现河南少年儿童精神风貌，提高少儿文化艺术素养，全面推进
全民艺术普及，促进全省少儿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健康发展，省
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决定组织开展“河南省第十一届少儿才
艺大赛”。目前大赛的报名工作已经开始。

本次大赛由河南省文化馆，各地文广旅局、教育局承办，大
赛舞台艺术类、静态艺术类根据年龄分为儿童组和少年组两个
组别，儿童组年龄为10周岁以下，少年组年龄为10~16周岁（含
10周岁）；国风少年才艺秀为4~16岁无差别竞赛。

参赛作品要求内容健康向上，立意新颖独特，抒情真挚自
然，能够多角度、多层面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能够表现和反映新时期青少年精神风貌。鼓励各地
选送原创优秀少儿艺术作品，题材不限。参赛选手可同时参与
舞台艺术和才艺秀的评比。舞台艺术类和国风少年才艺秀以短
视频形式报送，静态艺术类以电子扫描件形式报送。

据悉，大赛舞台艺术类、静态艺术类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和
优秀奖、创作奖、辅导奖、网红达人奖若干。才艺秀不分年龄段，
最终评选出国风少年 10强选手。根据各参赛选手的比赛成绩
和组织情况，另设集体组织奖、个人组织奖等。

省少儿才艺大赛报名启动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从河南豫剧院获悉，由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的 2022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豫剧常派表演（红·
白·花）艺术人才培训班，将于 7月 10日开课，培训时间为两个
月，将为传承豫剧常派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创立了豫剧“常派”艺术，创作出了诸如
《拷红》《白蛇传》《花木兰》等一批优秀剧目，不仅把豫剧的唱腔
推上了一个新阶段，而且开创了30年代豫西调和豫东调两大声
腔合流的新局面。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常派”艺术、培养戏曲新人是
河南豫剧院的责任和担当。为了办好这次培训班，该院抽调精兵
强将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培训班地点设在河南豫剧大剧院。

经国家艺术基金 2022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豫
剧常派表演（红·白·花）艺术人才培训班审核，来自新疆、河北、
安徽、湖北、周口、焦作等 18个省、市的 40名学员已被正式录
取，崔伟、陈涌泉、常小玉、卢玉琴等 24位知名专家和“常派”传
承人将为此次培训班学员讲授文艺理论课和豫剧“常派”剧目
课，感悟豫韵之美，培养新时代戏曲新人。

常派表演培训班将开课

本报讯（记者 成燕）火红的七月舞动幸福的节拍。近日，由
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市文联主办，郑州文化馆、市舞蹈家协
会承办的“祖国颂”郑州市第六届中老年舞蹈比赛在郑州艺术宫
落幕。

作为“出彩郑州”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该大赛吸引全市近
300支中老年舞蹈团队参赛，经过县级、区域比赛层层选拔，共
有 32支舞蹈作品进入复赛。经专家评委认真评选，最终 17支
舞蹈作品脱颖而出，进入大赛总决赛。

近日，踏着音乐的节奏，带着对舞蹈的热爱，参赛人员欢聚
一堂，共庆“七一”。最终，当代舞《觉醒》、古典舞《鹤舞铜莲》等
8个作品荣获一等奖，当代舞《不会忘记》等 9个作品荣获二等
奖。这17个作品主题鲜明，包括红色题材、抗疫题材、民族民间
题材等，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及河南地域文化特色。

据了解，郑州市中老年舞蹈比赛从2015年创立至今已连续
举办六届。每一届的比赛活动，都受到全市中老年舞蹈爱好者
的关注与喜爱。

市中老年舞蹈比赛落幕

本报讯（记
者 秦华）随着上
周末超前点映的
开 启 ，《神 探 大
战》的好看已经
完全藏不住了。
从火爆刺激的场
面到环环相扣的
紧凑剧情，再到
全 员 演 技 buff
叠加的表现，第
一批观众毫不吝
啬溢美之词。电
影亦在票务平台
斩 获 了 淘 票 票
9.2、猫眼 9 的高
分，跻身2022年
犯罪动作电影口
碑 TOP1。 昨
日，影片再度发
布六张人物关系
海报，也是吊足

了尚未观影观众的胃口。
《神探大战》由香港著名电影人韦家辉编剧执导并监制，朱

淑仪监制，刘青云、蔡卓妍、林峯、李若彤、谭凯、陈家乐、汤怡、何
珮瑜等众多实力派明星加盟。影片讲述了一个以“神探”为名的
犯罪团伙，他们以暴制暴、预告杀人、私刑执法，使得香港陷入无
尽恐惧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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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未明，正邪难辨。

有首批观众看完《神探大战》后表示“影片火爆、刺激、紧
张”，但更重要的是这电影是“爆米花的外壳，犯罪片的骨架”，更
有许多的“弦外之音”，有待观众在电影院中完整解锁。从这个
角度来看，昨日发布的“人物关系”版海报，更像是一种观影提
示，是给还未看片的观众划一个重点——

“多少犯罪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暴力复仇滋生新的暴力”等
值得反复推敲的话语，配合海报画面中的内容，仿佛是一种隐
喻；而刘青云与林峯在无尽空间的构图中，时而面对面，时而背
靠背，地面上满是犯罪场面，再配以“灵魂的审判下无人能幸免”
的词句，暗藏了两人之前关系的不确定性；刘青云带着陈家乐、
汤怡在悬空的吊臂上行走，配上“一路向前走入光明还是深渊”
的文字，以及蔡卓妍以枪指向刘青云配以“善恶的博弈不是一枪
定音”，这样的画面和辞藻多少有些发人深省……

《神探大战》好看“藏不住”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市长杯”青少年足球联赛刚刚落幕，
我省另一项重要青少年足球赛事又激情来袭。为进一步构建我
省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体系，搭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习交流和
自我展示的平台，7月 5日上午，由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体育局
主办，洛宁县人民政府、洛阳市教育局承办的 2022年河南省青
少年校园足球“省长杯”暨校园足球夏令营最佳阵容选拔赛在洛
宁盛大开幕。刚刚参加完“市长杯”的省实验中学、郑州九中、郑
州二中以及郑上路小学等劲旅，都将马不停蹄赶赴洛宁，参加各
个组别的比赛。

据了解，此次“省长杯”暨校园足球夏令营最佳阵容选拔赛
是自 2015年举办以来首次在县级举办，赛程从 7月 5日持续到
7月 25日，也成为有史以来最长赛程。作为全省最高规格的校
园足球赛事，2022年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省长杯”暨校园足
球夏令营最佳阵容选拔赛聚集了来自 18个省辖市、10个直管
县的 127支冠军球队，2314名顶级校园足球运动员驰骋绿茵，
一展球技。

“省长杯”足球联赛开战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棋类协会获悉，
2022年第七届“泰州海陵杯”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河南赛区预
选赛暨河南省（夏季）象棋等级赛，将于 7月 9日至 7月 10日在
荥阳举行。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象棋协
会指导，河南省棋类协会、荥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荥
阳市象棋协会承办。各省辖市、县（市）象棋协会，棋院，学校，象
棋培训机构以及个人均可报名参赛。

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是我国业余象棋界的一项传统赛事，
分为预选赛、省决赛、全国总决赛三个阶段，旨在为全国象棋爱
好者搭建一个切磋交流、以棋会友的平台。作为有着良好象棋
基础的省份，该项赛事每年都会落户河南省，随着赛事的逐年举
办，进一步促进了象棋运动在我省的普及和发展，提高了象棋运
动竞技水平，助力我省象棋优秀后备人才培养。

象棋业余棋王赛周末举行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根据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官网消息，
今年的 7月 5日被定为首个世界羽毛球日。为此，世界羽联举
行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3月初，世界羽联宣布：从 2022年开始，每年的 7月 5日被
定为世界羽毛球日。世界羽联在声明中表示，1934年 7月 5日
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现改名为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成立，为了纪
念这一重要的日子，并让这一天成为全球羽毛球迷的节日，故将
每年的7月 5日定为世界羽毛球日。

作为世界羽毛球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世界羽联 2日在马
来西亚为贫困儿童举办了一场慈善活动。在活动中，志愿者和
世界羽联的工作人员与 30名儿童一起举行了各种趣味羽毛球
活动。

“世界羽毛球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通过鼓励更
多人拿起球拍，来庆祝和推广我们热爱的运动。”世界羽联主席
拉尔森说。

世界羽联庆祝
首个世界羽毛球日

新华社马德里7月4日电 西甲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4日宣
布，凯西和克里斯滕森两名球员成为球队今夏新援。

在巴萨当日发布的官方公告中称，科特迪瓦中场凯西以自
由球员的身份加盟巴萨，并将与俱乐部签约至 2026年 6月 30
日，其合同毁约金达到5亿欧元。

凯西此前效力于 AC米兰，上赛季为意甲球队在各项赛事
中出战39场，打入7球。

同一天，巴萨俱乐部还宣布：丹麦中卫克里斯滕森在结束了
与英超球队切尔西的合同后以自由身加盟。克里斯滕森将与巴
萨签约至2026年，其合同毁约金同样为5亿欧元。

巴萨官宣两名新援加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