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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河
南嵩山龙门足球俱乐部获悉，中超官方日前
正式公布了本赛季剩余赛程，8月 7日起，河
南嵩山龙门将在联赛重启后迎来连续三个
主场比赛，球队也将回到阔别两年半的航海
体育场。

根据中超赛程安排，第 11轮起的第二
阶段将于 8月 5日开始，12月 17日结束。8
月 7日，河南嵩山龙门将迎来第一个主场比
赛，对阵北京国安，随后 8月 13日主场迎战

“升班马”梅州客家，接下来 8月 16日主场
对阵目前的联赛“领头羊”武汉三镇。8月
20日，河南嵩山龙门将迎来第一个客场比

赛，挑战武汉长江。
赛程出炉的同时，各支球队的主场安排

也正式敲定，此次共 11支中超球队回归主
场比赛，分别为：山东泰山俱乐部（济南奥体
中心体育场）、长春亚泰俱乐部（长春奥体中
心体育场）、大连人俱乐部（大连普湾体育
场）、广州足球俱乐部（花都体育场）、广州城
俱乐部（越秀山体育场）、浙江足球俱乐部
（湖州奥体中心）、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郑
州航海体育场）、梅州客家俱乐部（五华奥体
中心惠堂体育场）、武汉长江俱乐部（武汉五
环体育中心）、武汉三镇（武汉市体育中心）、
成都蓉城（凤凰山体育公园专业足球场）。

由于相关因素，有7支球队暂时无法回
到主场进行比赛，他们选择第三方场地作为
主场。上海申花、上海海港两队将前往大
连。北京国安、天津津门虎、河北、沧州雄
狮、深圳5队则前往海口。

从赛会制回归主客场制，中超第二阶段
赛程的密集度相较原先减小了不少，这不仅
能降低球员遭遇伤病的概率，更为中超联赛
彻底恢复正常运转开了一个好头。

又讯（记者 刘超峰)上周六下午，河南
嵩山龙门队在航海体育场与来访的沧州雄
狮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比赛中多拉多梅开二
度，黄紫昌锦上添花，最终3:0大胜对手，继

续显示出了良好的状态。
为了备战接下来的联赛，嵩山龙门早在

7 月 20 日就重新集结。在球队备战的同
时，俱乐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主场比赛的
筹备工作，正在按照中国足协的要求对航海
体育场进行硬件设施的修缮、更换和完善。
虽然恢复了主客场，但按照防疫要求，届时
赛场必须对不同人群的活动路线做出合理
的设计。至于球迷格外关心的主场比赛是
否向观众开放，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不过
俱乐部也做了相应的预案。随着赛区组委
会各项工作的推进，相信很快就会有定论，
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出台。

中超第二阶段赛程敲定

嵩山龙门周日航体重新启航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
从河南省田径自行车运动中心获
悉，正在青海举行的2022第 21届环
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激战正
酣。在当日进行的第六赛段角逐
中，来自河南巴迪瑞洲际队的王奎
程技压群雄，勇夺赛段个人冠军！
这也是河南选手首次在环湖赛上夺
得赛段个人冠军。另一位河南队选
手刘宸睿也有不错发挥，获得了本
赛段的个人第四名。

据了解，本届环湖赛设置了8个
赛段，赛段类型涵盖了平路、丘陵、
高山等多种地貌，途经青海西宁市、
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赛程总距离 1488
公里，其中比赛距离 1105 公里，转
场距离383公里，海拔最高3798米，
最低 2240米。参赛的 21支自行车

队均来自国内，包括 8 支洲际队及
13支省队，共计147名运动员。8月
1日进行的本届环湖赛第六赛段比
赛由茶卡壹号盐湖景区至都兰，全
长约 146公里，比赛海拔起伏略小，
因此整体难度并不是很大。以冲刺
见长的车队也表现出他们的优势，
终点的冲刺大多都以大团的形式完
成。最终，来自河南巴迪瑞洲际队
的王奎程在一众冲刺手中脱颖而
出，勇夺个人冠军！他的队友刘宸
睿则获得了个人第四名。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本届环湖赛6个赛段结束
后，第二年参赛的河南巴迪瑞洲际
队暂时位列团体总成绩第三位，充
分展现了河南自行车选手的实力和
风采。

河南巴迪瑞洲际队成立于2021
年，是河南省目前唯一一支洲际自

行车队，也是代表我省参加本届环
湖赛的唯一一支洲际自行车队。本
届环湖赛，该队共派出7名河南本土
运动员参赛，包括国家自行车队场
地组现役队员李博安，实力派老将
岳昊，车坛新秀、00后小将伏政豪、
王奎程、刘宸睿、牛高尚、刘明哲等，
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胥玉龙担任
教练员。近几年，队员们在世界名
帅萨顿的指导下刻苦训练，技术水
平显著提高。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行车品牌
赛事之一，自 2002 年创办以来，已
连续成功举办 20 届。作为世界海
拔最高、难度最大的公路自行车赛，
环湖赛坚持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
定位，已成为体育展示国家形象的
重要平台。

环青海湖自行车赛激战正酣
河南选手勇夺赛段个人冠军

王奎程（中）率先冲过终点 河南巴迪瑞洲际队供图

本报讯（记者 秦华）庆八一、展国粹，7月 31日晚，《现代红
色经典名段专场》在河南艺术中心上演，拉开了由河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河南艺术中心承办的“庆八
一”系列演出的序幕。

八一军旗红大地，万千肝胆壮山河。2022年八一建军节，迎
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95周年纪念日，“庆八一”系列演出于7月
31日~8月2日在河南艺术中心举办，带来三场独具特色的演出。

7月 31日晚的《现代红色经典名段专场》演出中，河南省京
剧艺术中心优秀青年演职员为观众带来《红灯记》《龙江颂》《智
取威虎山》《江姐》《沙家浜》《杜鹃山》《白毛女》等现代京剧经典
名段，以及京歌《忆秦娥·娄山关》《同圆中国梦》等。演出现场，
伴着一曲曲现代京剧红色经典名段，观众循着红色足迹，回望峥
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讴歌伟大的党，礼赞不朽军魂。

8月 1日晚，《红色经典折子戏专场》将带来现代京剧《杜鹃
山》“春催杜鹃”选段，《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赴宴斗鸠山”选
段，《沙家浜》“智斗”“奔袭”选段等。

8月 2日晚的《传统京剧流派名段专场》演出将为观众献上
《白水滩》《探阴山》《三岔口》《罢宴》《白蛇传·游湖》《虹桥赠珠》
等传统经典折子戏。

河南艺术中心：

红色经典庆八一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
《关于推荐2022年第一季度优秀国产动画片的通知》，由河南小
樱桃动漫集团有限公司制作发行的电视动画片《焦裕禄》入选
2022年第一季度优秀国产动画片，“《焦裕禄》电视动画片展映
季”也随之全面启动。

《通知》要求，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要立即向所辖各级电
视台传达，全国各级电视台特别是上星综合频道、动画频道、少
儿频道应优先安排播出。

据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于日前率先发布动画片《焦裕禄》
暑期展映方案，这是该片继今年 1月取得全国电视动画收视冠
军佳绩后，再次在央视综合频道《第一动画乐园》黄金时段集中
展映。根据“《焦裕禄》电视动画片展映季”活动安排，中国教育
电视台也将于8月 1日至13日在黄金时段以每天两集的频率展
映该片。

电视动画片《焦裕禄》是河南省会同国家广电总局、民建中
央、水利部组织实施的重点剧目，于2021年 12月 22日至今年1
月 29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和综合频道、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中央组织部共产党员网集中展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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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
每集平均收视率 0.586%，位列 1月全国 235部动画片收视率第
1，忠实度 93.355%，这是主旋律题材首次登上全国电视动画片
收视冠军宝座。

该片根据《焦裕禄漫画读本》改编创作，以历史真实为原则，
以科学史观为依托，以“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
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为内核，再现了人民的好公仆、干部
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的光辉形象，重温了当年焦裕禄同志带领
兰考人民战天斗地治理“三害”的感人事迹。

《焦裕禄》电视动画片
展映季全面启动

本报讯（记者 成燕）7月 30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
主办的“太极三部曲——李英杰摄影作品展”在郑州美术馆新馆
开幕。为期一个月的该展览分为“太极拳”“太极图”“河洛象”三
个板块，以摄影作品形式呈现 12年来摄影家李英杰对太极文
化、河洛文化的思考。

据李英杰介绍，他的“太极三部曲”系列作品“太极拳”部分
以慢速摄影的方法将打拳的轨迹可视化展示出来，“太极图”部
分以太极拳为物化载体演绎太极文化，“河洛象”以河图洛书为
参照，与自然山川、星空宇宙对话，是用摄影的形式对太极文化、
东方世界观的探索。

开幕式上，李英杰将此次参展的30件作品无偿捐赠给郑州
美术馆。

“太极三部曲”摄影展启幕

本报讯（记者 成燕）近日，为期一个多月的“郑渝双城儿童
绘画联展之童真童趣——合川儿童画视界”活动在郑州美术馆
新馆开幕。120余件重庆小朋友创作的儿童画作品描绘出当地
自然风情、城市景观和民俗生活。

此次活动由郑州市委宣传部、重庆市合川区委、重庆市合川
区政府主办，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重庆市合川区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合川区教育委员会承办。

该展览分为“多彩家园的共情”“文化遗产的再生”“形式多样
的共存”三个板块，包含国画、版画、线描、水粉、彩笔、油画棒、拼
贴等多种形式，展出重庆市合川区美术馆从近年举办的少儿书画
现场比赛中精选的120余件（组）小朋友创作的优秀作品。

儿童画带您感受童真童趣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中共郑州
市委宣传部主办、郑州郑报多媒体公
司承办的郑州市2022年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暨郑州市文化创意周将于8月
17日在二砂文化创意园拉开序幕。
届时，非遗传承人、知名文创企业、抖
音网红等将齐聚郑州文创周。

郑州市文化创意周现场分别设
立文创大赛入围作品展示区、辖区文

化产业及文创成果展区、“光影郑州
光影黄河”影展区、文创市集展区和
互动打卡专区，每天还将推出“传承
青春”“激情青春”“红色青春”“梦想
青春”“玩酷青春”等主题活动，让赛
事与活动结合，设计与生活接轨，创
作与社会互动，掀起全民参与热情，
助力塑造活力郑州、青春郑州，打造
中原文创赛事原创品牌。

文创周现场还设置有非遗展品
台，将面向全省征集 40个非遗传承
人进行作品展出；文创市集，真诚邀
请全国优秀文创企业的参与。与此
同时，还公开征集抖音网红或者短
视频平台博主若干名，凡现场发布
视频者，可获得精美礼品。非遗、文
创企业和短视频博主报名邮箱：zz-
wc2022@126.com。

郑州文创周即将开幕

本报讯（记者 秦华）8月 1日上午，“为人民歌唱”任宏恩先
生从艺66周年系列活动发布会举行。据悉，系列活动将通过回
顾展示任宏恩的艺术成就，总结探讨其艺术特色和表演经验，为
河南戏曲传承发展蓄势储能。

一甲子艺坛耕耘，六十六载为人民而歌。任宏恩是许昌走
出来的艺术家，六十多年如一日地倾情投入、悉心创造，在戏曲
创作、戏曲活动、戏曲惠民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表演风格自
成一家，具有鲜明的任氏艺术底色，为时代、为人民留下了令人
难以忘怀的艺术经典。尤其是创排于1985年的豫剧《倒霉大叔
的婚事》，由戏曲名家任宏恩、汤玉英、艾立主演，是继《朝阳沟》
后河南戏曲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

根据安排，任宏恩专场演出拟定于 8月 25日在许昌市许都
大剧院举办，对从艺六十多年来塑造的不同人物形象进行高度
浓缩；8月 26日，还将举行任宏恩表演艺术专家研讨会。

发布会现场，任宏恩、汤玉英惊喜同框、携手登台，再现经典
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月下相会”片段。任宏恩还与其亲传弟
子刘海功、张轩、任奎林等，共同演唱了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

“春风吹得人心醉”。

“倒霉大叔”将办专场演出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亚足联 1日在官网公布了 2026
年男足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和2027年亚洲杯预选赛赛制，亚
洲球队将通过四轮预选赛角逐 8.5个世界杯参赛席位，传统
的12强赛将改制为18强赛。

根据新赛制，2026年世界杯暨 2027年亚洲杯联合预选
赛第一阶段，将由亚洲排名第 26至 47位的 22支球队以主客
场制进行两回合对决，11支获胜球队晋级第二阶段。联合预
选赛第二阶段，11支通过第一阶段晋级的球队和亚洲排名前
25位的球队将被分为 9个小组，每组 4支球队进行主客场循
环赛，各小组前两名（共 18支球队）晋级 2026年世界杯亚洲
区预选赛，同时直接晋级2027年亚洲杯。

第三阶段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支参赛球队将被分
为 3个小组（每组 6支队伍）进行主客场循环赛，每组前两名
（共6支）直接获得2026年世界杯参赛资格。

第四阶段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第三阶段 3个
小组的第三和第四名（共 6支队伍）将被分为两组（每组 3队）
进行单循环对决。两个小组的第一名直接晋级 2026年世界
杯，两支第二名球队通过一场附加赛决出胜者，获胜球队代表
亚洲参加世界杯洲际附加赛。

此外，亚足联表示，在 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和附
加赛进行的同时，将举行2027年亚洲杯预选赛附加赛。在联
合预选赛第一阶段被淘汰球队中的 10支队伍将被抽出进行
主客场对决（被淘汰球队中成绩最好的队伍不参赛），5支获
胜球队晋级亚洲杯预选赛最终阶段。

亚洲杯预选赛最终阶段将有24支球队参赛（含联合预选
赛第一阶段被淘汰球队中成绩最好的队伍、联合预选赛第二
阶段排名小组第三、四名的18支队伍以及亚洲杯预选赛附加
赛的5支晋级球队），被分为6个小组（每组4支队伍），各小组
第一获得2027年亚洲杯参赛资格。

2026年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将是第
一次有48支球队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2027年亚洲杯
将有24支球队参赛。

2026年男足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区四阶段角逐8.5席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3天激烈角逐，2022FILA KIDS
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郑州站的比赛，在红河谷网球俱乐
部收拍落幕。192名网球小选手同场竞技，共同为网球梦想
全力拼搏。

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由中国网球协会指导，设有
男、女单打两个项目，分为 U10、U12、U14 三个年龄组别。
根据赛事相关竞赛规程规定，本年度赛事在华北、东北、西
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七大赛区的不同城市展开角
逐，分站赛冠军以及积分排名前列的球员，将获得在中国
网球公开赛举办地钻石球场举行的该项赛事本年度总决
赛的“门票”。郑州这几日持续高温，烈日的炙烤对于网球
小将们来说是不小的挑战，但是参赛的小选手们毫不畏
惧，持拍上场和对手一起挑战自我，用网球和汗水见证自
己的非凡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雅典奥运会网球女双金牌得主孙甜甜
也现身郑州站比赛现场，为小选手们加油打 Call，“每一场
比赛都是成长的契机，总有一天你也可以在钻石球场闪闪
发光！”面对大家签名、合影的请求，孙甜甜笑着一一满
足。“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参与到网球运动中来，掌
握这项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强健体魄磨炼意志。通过
青少年网球赛事的举办，发现更多网球希望之星，期待未
来能有更多优秀的中国网球选手站在世界顶级网球赛事
的赛场上，展现中国网球的实力和风采。”孙甜甜满怀期待
地说。

青少年网球赛郑州站收拍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7月 31日，受疫情影响而延期的河
南省笼式足球锦标赛在樱桃沟建业足球小镇揭开战幕，在率
先开始的女子组比赛中，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郑州张生生女
足以5战全胜的战绩夺冠。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郑州、洛阳、焦作等地的 6支队伍参
加了女子组的角逐，采取单循环赛制。比赛中郑州张生生
女足和洛阳女足都显示出了很强的实力，前四轮比赛两队
均为 4 战 4 胜，7 月 31 日下午的最后一轮，两队压轴出场，
进行巅峰对决。实力接近的两队，比赛打得异常激烈。上
半场，洛阳队率先进球，郑州张生生女足随后将比分扳
平。进入下半场，运气则站在了郑州一方，洛阳队进攻虽
然犀利，但三个必进球接连被立柱挡出，而郑州张生生女
足则打出了极高的效率，连入三球，最终 4∶1获胜，如愿捧
得冠军奖杯。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球类运动中心主办，河南省足球协会、
郑州建威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比赛设置男子和女子
两个组别。本周六，男子组的比赛也将在樱桃沟建业足球小
镇继续开打，届时将有省内的16支队伍参与角逐。

省笼式足球锦标赛

郑州张生生女足喜摘冠

本报讯（记者 秦华）7 月以来，
电影市场暑期档持续升温，进入 8
月，随着《独行月球》《明日战记》《遇
见你》《漫长的告白》《山海经之再见
怪兽》等影片定档，暑期档下半场期
待值瞬间拉满。

作为暑期档重头戏，《独行月
球》最受关注的还是“沈马组合”，继
《夏洛特烦恼》后，沈腾、马丽时隔七
年再度合作，开心麻花这次将科幻
设定、航天题材与喜剧类型相结合，
这部“含腾量”100%的科幻喜剧吸
引了众多观众观看。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1 日 0 点，《独行月球》票房突破
10 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达 2418 万
人，着实为暑期档添了一把火，且
影 片 评 价 不 错 ，票 房 后 劲 十 足 。

目前，该片奥斯卡各影城提供中
国巨幕、LED 全景声、杜比全景声
等多制式放映，带给您多重观影
体验。

上周末，由7位中国香港殿堂级
导演联袂执导，共同筑起风韵壮丽
的港影气象的《七人乐队》，好莱坞
动作冒险喜剧《迷失之城》，及小朋
友最爱的《小马宝莉:新世代》《疯
了！桂宝之三星夺宝》《迷你世界之
觉醒》扎堆来袭。此外，随着七夕档
即将来临，《遇见你》《我们的样子像
极了爱情》《念念相忘》等爱情片集
中上映。

另一部颇受期待的影片——中
国首部机甲硬科幻爽片《明日战
记》，将于七夕节点映，8月 5日正式
上映。该片由古天乐担任总监制，

古天乐、刘青云、刘嘉玲领衔主演，
硬核战队全员集结拯救地球，强大
阵容引燃今夏机甲狂潮。

暑期档动画电影当然必不可
少，除了《小马宝莉:新世代》《疯
了！桂宝之三星夺宝》《迷你世界之
觉醒》，8月 6日，猪猪侠系列第七部
大电影《猪猪侠大电影：海洋日记》
上映，影片延续了系列高品质的制
作水准，画面与内容双重升级，刺激
的海底探险即将启程。根据《山海
经》改编的动画电影《山海经之再见
怪兽》定档8月 13日，主创五年磨一
剑，奇幻世界的非凡冒险徐徐展开，
为观众带来一场东方神韵十足的视
觉盛宴。

暑期档下半场已开席，快来电
影院放肆一夏！

电影暑期档进入下半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