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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 刘超
峰）昨日，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比
赛正式开战，历经两年多的赛会制，中超开
始回归主客场赛制。明日 19:30，河南嵩
山龙门将在郑州航海体育场迎战北京国
安，嵩山龙门主教练哈维尔终于能够像他
期盼的那样“和河南球迷并肩战斗”，对于
这样独具意义的一场较量，球队自然要把
目标锁定在 3分。

兵强马壮的嵩山龙门本赛季表现出
色，过去 10 场比赛 7 胜 2 平 1 负，积 23 分
排名第三，一改过往的保级队形象，跻身
第一梯队，在恢复主客场制之后，坐拥“魔

鬼主场”之利的嵩山龙门也希望自己能够
保持乃至进一步提高自身排名。近日有
媒体报道，嵩山龙门签下了一名 34 岁西
班牙中场皮纳，只是尚未得到俱乐部的官
方确认。根据球队的情况，这也是一个情
理之中的选择。

在之前的比赛中，哈维尔多次提到
中场相对薄弱的问题，后腰位置曾尝试
多位球员，但效果显然都没有原先的强力
后腰周定洋好。多拉多和卡兰加两名前
锋的状态上佳，图雷原本就是替补，在走
了一个替补前锋，腾出的外援名额用到后
腰上，球队的实力将会有增无减。只是还

要经历入境隔离、适应训练等环节，皮纳
最终披上嵩山龙门的战袍，还需要时间。
从这样的举措看，俱乐部显然对今年的成
绩还有更高的追求。

本轮主场迎战北京国安，嵩山龙门的
阵容和第一阶段相比不会有大的变化。国
安作为嵩山龙门的老对手，两队之间交锋历
来是火花四溅，极受球迷关注。而出于防疫
考虑，本场比赛只能开放 30%的观众入场，
这也使得赛前已然是一票难求的盛况。

经过一周多的休整之后，7 月 20 日重
新集结的嵩山龙门目前已经进入了备战的
冲刺阶段，上周六，他们在航体与来访的沧

州雄狮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一为适应场地，
二为寻找状态，最终的结果也让哈维尔非
常满意，凭借多拉多和黄紫昌的进球，他们
3∶0大胜对手，攻击手的良好状态，让人对
他们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不过热身赛当天，
卡兰加并未出现在航体，对阵国安的比赛是
否出场尚是个疑问。2018赛季，正是卡兰
加在同国安的比赛中打入关键进球，帮助球
队在保级途中赢得了一场宝贵的胜利，那场
比赛卡兰加也严重受伤，后来摘除了脾脏。
作为目前队内最佳射手的卡兰加，如果能够
在周日现身赛场，无疑将会为自己在河南的
效力生涯中再添一段佳话。

中超联赛昨日回归主客场赛制

嵩山龙门明日航体战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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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环湖赛该队共派出7名河南
本土运动员参赛，除了年近 30的实力
派老将岳昊外，其余都是“00后”小将，
分别是国家自行车队场地组现役队员
李博安，车坛新秀伏政豪、王奎程、刘
宸睿、牛高尚、刘明哲。队伍的教练员
则是全运会冠军和多次荣获全国冠军
的河南名将胥玉龙。

首次参赛便跻身团体前三，河南
巴 迪 瑞 洲 际 队 也 因 此 被 外 界 冠 以

“黑马”的称谓。对此，胥玉龙充满
自信地表示：“其实我们并不是‘黑
马’，这是我们正常实力的体现。我
们队伍年轻，为比赛做了很充分的
准备，特别是我们的外教萨顿，给队
伍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备战计划和战
术设计，比赛中队员贯彻得非常坚

决，最终实现了教练的预期。特别
要说的还有，我们的团结拼搏精神，
这是一项团队项目，没有默契的配
合，没有互相成就的团队精神，是不
可能取得好成绩的，小伙子们在这
一点上非常令我自豪。”

胥玉龙口中的萨顿，正是执教英
国自行车队十余年，带领队员在两届
奥运会上豪取十余枚金牌的自行车
世界名帅，他也是英国自行车崛起并
走向巅峰的领军人物。他的到来，是
河南竞技体育“请进来”的成功样本
之一。本届环湖赛，已经年逾六旬的
萨顿也赶到了赛场。

“能获得赛 段 冠 军 和 教 练 在 赛
前 制 定 的 战 术 部 署 息 息 相 关 。”夺
得第 6 赛段冠军的王奎程向记者介
绍，萨顿在赛前会给队员们详细讲
解赛段路线特点，并在比赛中一路

关注队员表现，来到终点前十公里，
萨顿安排队员尽可能向前突围。萨
顿告诉队员们：“要勇往直前，因为
只有在领先集团，你才有争夺冠军
的机会。”

谈及本届环湖赛的收获，胥玉龙
表示：“参加这样的高水平赛事，我们
的主要目的是积累经验，过去我们一
直是在国内比赛，我们未来的目标是
希望能走出去，登上国际大赛的舞
台，展示自己，获得提高。”

抵达郑州当晚，河南巴迪瑞洲际
队便马不停蹄赶往洛阳训练基地，备
战接下来在洛阳举行的全国场地自
行车联赛第一站、第二站的比赛。10
月份，这支队伍还将参加环海南岛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不断去积累经验，
锻炼提高，争创佳绩。
本报记者 陈凯 通讯员 雷乃益 文/图

“希望登上国际大赛舞台”
——河南洲际自行车队载誉凯旋话心声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球类运动中心获悉，
在中国男排日前公布的14人男排亚洲杯参赛名单中，河南男排副
攻蒋正阳榜上有名。

2022年男排亚洲杯将于 8月 7日至 8月 14日在泰国举行，中
国男排 14人参赛名单分别为，主攻：张景胤、俞元泰、王滨、张秉
龙；副攻：彭世坤、张哲嘉、李咏臻、蒋正阳；二传：于垚辰、刘濛；接
应：戴卿尧、张冠华；自由人：杨一鸣、曲宗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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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广东江门
随新一期中国男排集训队进行封闭训练，再到随中国男排征战国
家排球联赛，司职副攻的蒋正阳都没有缺席。

中国男排今年重返国家排球联赛，最终以3胜 9负积 9分的战
绩在 16支参赛队伍中排名第 13位，顺利完成保级任务。通过本
次联赛，队伍的世界排名也从赛前的第23位升至第 19位，在亚洲
范围内位列伊朗队、日本队之后。结束国家排球联赛的征程后，
中国男排移师塞尔维亚，继续进行海外训练，并与克罗地亚男排
进行了教学赛，为接下来的男排亚洲杯和男排世锦赛做好准备。

今年男排亚洲杯共有 11支队伍出战，分成 4个小组，小组前
两名进入八强。中国男排位列D组，小组赛阶段分别于 8月 8日、
8月 9日对阵中国台北队和巴林队。对于中国男排来说，亚洲杯将
是今年世锦赛之前一次很好的热身和练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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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于重庆落幕的 2022年全国U系列举重冠军赛上，河
南举重小将表现抢眼，斩获8金 9银 19铜，最终位列男子团体总分
第三名。河南举重小将用优异的成绩，在全国赛场上展现了强劲
的“河南力量”。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86名男、
女运动员，在男子U14、U16、U18共 28个级别和女子U14、U16、
U18共 29个级别中展开激烈角逐，河南省举重队共派出了 24名
适龄运动员参赛。

本次比赛的顺利举办，为全国青少年举重选手提供了难得的
比赛机会，通过实战检验了训练效果，同时也考量了我国青少年举
重后备力量的厚度。作为时隔近三年的首场全国性青少年举重赛
事，本次比赛诞生了 2人 3次超世界青年挺举纪录、2人 3次超世
界青年总成绩纪录在内的高水平成绩。

我省选手闪耀全国
U系列举重冠军赛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李焱）郑州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成立大
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近日在郑州正式成立，成为河南省第一家帆
船帆板运动协会。大会审议通过了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推举产生了帆板协会首届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

据了解，帆船运动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就成为正式比赛项
目，而帆板运动则是在 1984年第 23届奥运会被首次列为比赛项
目。中国帆船帆板项目起步较晚，经过 40多年的发展，我国帆船
帆板运动已处于亚洲领先水平，个别小项进入了世界前列。

该协会目前已拥有会员近百人，并且聘请了多名专业人士担
任协会主要负责人。协会成立后，将调动和发挥一切积极因素，
努力传播水上休闲运动理念，普及和发展郑州市乃至全省帆船帆
板项目，开展青少年、成人、家庭帆船公益训练营和帆船帆板进校
园等公益活动，为河南培养更多的帆船帆板运动人才。

市帆船帆板运动
协会正式成立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郑州市体育局获悉，2022年
“奔跑吧·少年”郑州市乒乓球夏令营正在河南辉煌乒乓球俱乐部
火热进行中，来自全市的 40余名乒乓球苗子汇聚于此，拜师乒乓
球国字号教头等高水平教练，学习乒乓球绝艺提升综合能力。

本次夏令营由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教育局主办，是我市乒
乓球项目优秀竞技后备人才“选星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期 6天的夏令营由原国家乒乓球女队队员、原河南省乒乓球女队
主教练、乒乓球国际级健将、现国家乒乓球少儿集训队男队主教
练张辉，原河南省青年男乒主教练刘军，乒乓球国家一级运动员、
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李林等高水平教练担任指导教练。夏令营
课程包括基础训练、技战术训练、教学比赛、体能训练、心理训练、
运动伤病防护及运动康复、经典赛事复盘讲析等，涵盖了乒乓球
专业训练的各个领域。

本次郑州市乒乓球夏令营旨在加强我市乒乓球青少年后备
人才培养，遴选出更多的优秀乒乓球苗子，优化梯队建设，做好优
秀苗子重点培养，打造郑州市青少年体育新亮点，为河南省第十
四届运动会培养乒乓球“希望之星”。

40余名“乒乓小苗儿”
夏令营拜师学绝艺

本报讯（记者 秦华）为深入贯彻第三次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
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实施“文化润疆”工
程和“旅游兴疆”战略，近日，河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联合哈密市人民政府、兵团十三师新
星市、河南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
举办“喜迎二十大 豫哈情文化行”非遗交流
活动，将河南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非物
质文化遗产带进哈密。

交流活动相继走进哈密市伊州区阿勒
屯村、兵团十三师红星一场等社区，组织朱
仙镇木版年画、平乐正骨、剪纸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交流展示
和义诊活动，并向哈密市人民政府、兵团十
三师新星市捐赠朱仙镇木版年画、剪纸技艺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

豫哈文化交流持续十余年，开展的文化
交往交融活动使两地感情日益深厚，既突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又推进哈密优秀
地域文化和内地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同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成果惠及民
生、凝聚人心。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记者从省
校足办获悉，为进一步推动河南省对口支援
哈密市教育事业发展，本着“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基本思路，秉
承立德树人、育人为本的校园足球发展理
念，日前，河南省教育厅与哈密市在新疆哈
密市签署了关于校园足球发展的合作协议。

省教育厅负责人表示，希望豫哈两地携
手以校园足球为抓手，推动学校体育改革，
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积
极参加体育锻炼和足球活动，从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使广大
青少年综合素养全面提升、成长成才。

据河南省校足办负责人介绍，未来两地
的校园足球合作将主要围绕师资培训和竞
赛平台搭建两个方面进行推进，并决定从明
年的“省长杯”开始，邀请哈密市相关组别的
校园足球代表队来参加河南省校园足球“省
长杯”联赛。同时，河南省校足办也会在校园
足球整体发展规划、组织架构和具体实施计
划等方面帮助哈密市进行全面谋划和合作。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由古天乐、刘青云、刘嘉
玲领衔主演的中国首部机甲科幻爽片《明日战记》正式
上映。4日，该片在奥斯卡大上海影城点映，首批观众
提前感受了这部又燃又爽的暑期档重磅作品，纷纷给
影片打出了高分。

机甲+科幻+未来战争题材影片《明日战记》由古天
乐监制并主演，筹备十年，一经定档，便备受期待。影
片中，未来世界环境不断恶化，空气中充满有害物质，
人类在建造的“天幕”防护罩内得以生存，却不想一颗
陨石坠落地球，并带来杀伤力极强的外星生物。面对
突如其来的巨变，古天乐饰演的泰来率领未来战士整
装待发，全力抵御……

影片中陆续登场的人类机甲军备引人注目：空中
战舰“巨鲸”、护卫机“飞鱼”、机械猛兽“穷奇”、重型杀
器“刑天”……复杂的机械设计展现出细腻且层次分明
的丰富细节。据了解，为保证影片效果，营造更真实的
场景，《明日战记》从前期准备到后期制作完成，耗时近
十年，全实景搭建大场景、纯金属打造穿戴机甲。

除了宏大激烈的战争场面、未来感十足的机甲军
备，《明日战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展现了人们对科技
进步的探索与敬畏、对未来的忧患与希冀。影片中未
来世界环境恶化的故事背景，也是基于对当代环保议
题的思考，不仅提升了影片的现实意义，也带给观众深
度的思考。古天乐曾多次谈到“希望大家看过电影后
可以好好爱护现在的地球，注重环保”。

无论从选材立意还是制作水准上，《明日战记》都
体现了中国电影人勇于探索敢于尝试的创作精神，也
是中国科幻题材影视作品多元化、高质量发展的又一
次实践。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张楠执导，王瑄、徐滨、
宋一雄、刘贾玺、张冠森、卫然、刘帅、袁梓铭等领
衔主演，吴昊泽友情出演的14集古装玄幻爱情轻
喜剧《闻香榭》昨日宣布正式定档 8月 11日，搜狐
视频独家上线。

《闻香榭》改编自天涯人气作家海的温度同名
代表作，是搜狐视频自制网剧。《闻香榭》系列小说
豆瓣评分均在8分以上，人气居高不下，同时也是
搜狐视频首次打造古代神秘“制香”世界，加入了
玄幻唯美爱情和轻喜剧等元素。

宣布定档的同时，该剧还发布了首款群像海
报、单人海报以及首版预告片。由王瑄与徐滨组
成的“人鱼CP”七夕浪漫上线营业，而徐滨、宋一
雄、张冠森、卫然等组成的“古装追爱男团”颜值爆
表、性格各异，既有翩翩君子重情义的大少爷方沫
（徐滨饰），也有张牙舞爪的俊男方玉仁（宋一雄
饰）、人狠话不多的冷面大管家黄三（张冠森饰）、
小可爱文清（卫然饰）等多位古装型男登场。

预告片中，隐于人世的三百年鱼灵与方府大
少爷的“人鱼 CP”看点十足，王瑄饰演的女主婉
娘具有闻香榭神秘制香师和妩媚鲤鱼精双重身
份设定，她为了复活师兄收集凡尘六香，其中最
重要的一味香在方府少爷方沫身上。婉娘千方
百计想要提取方沫身上的香，方沫看似软弱实则
机智果敢，二人斗智斗勇，渐生情愫。这时，方府
突然卷入悬疑阴谋，“人鱼 CP”将如何化解危
机？不妨一探究竟。

古装玄幻爱情轻喜剧
《闻香榭》即将上线

河南非遗
走进哈密

豫哈签署校园
足球发展协议

“河南小伙多奇
志 ，青 海 湖 畔 逞 英
豪”……8 月 4 日晚，
刚刚夺得第二十一届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两个赛段冠军
及团体总成绩第三名
的河南巴迪瑞洲际
队，载誉凯旋降落郑
州机场。鲜花、笑脸、
掌声……面对家乡铁
杆自行车迷的热情迎
接，车队的小伙子们
倍感兴奋和亲切，“我
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
的礼遇呢！感觉自己
就像得了奥运冠军，
以后要更加努力，争
取获得更多的优异成
绩。”一位队员开心而
满怀信心地说。

河南巴迪瑞洲际队队员李博安（前左）接受车迷献花

我国首部机甲科幻片又燃又爽

暑期档重磅作品《明日战记》上映

河南男排蒋正阳入选
亚洲杯中国队名单

昨日，为期十多天的郑州博物馆“暑期郑博 快乐
成长 ”夏令营落下帷幕。30多名小学生走进郑州博
物馆，沉浸式畅享博物馆里的文化知识盛宴，度过了
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