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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名家讲座、经典鉴
赏、网络直播、诗歌咏诵……9月 22 日，随
着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开幕，以“书
香润万家 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的河南书展
主会场也在郑州会展中心开幕，带观众徜
徉书海。

据了解，大会设有 1 个主展场和 18
个分展场。其中主展场分为 6 个板块，即
1 个“喜迎二十大主题出版”展区和 5个出
版物展区：红色河南·阅读新时代、厚重河
南·阅读新经典、文化河南·阅读新体验、活
力河南·阅读新业态、出彩河南·阅读新辉
煌，包括书香河南全民阅读成果展、河南书
展及数字阅读体验展等。

为营造更加浓厚的阅读氛围，吸引更
多受众参与到阅读中来，多读书、读好书，

更好地助力书香河南建设，在河南首届全
民阅读大会举办的两天时间内，大会将邀
请名家、专家，举办数十场阅读推广活动。
除在郑州举办主展场活动外，全省多地都
将开展多姿多彩的分展场活动。

18 个分展场设在全省各地市县公共
图书馆、新华书店、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等，重点突出洛阳、开封、安阳、鹤
壁、三 门 峡 5 个 分 展 场 ，实 现 农 家 书 屋
（47102 个）、新华书店（2780 个）、城市书
房（1011 个）分展场全覆盖，力争全民参
与，书香满河南。

走进会展中心主会场，只见展区以文
化街区的形式来呈现不同阅读场景，各场
景之间以蜿蜒流动的黄河为动线串连。据
了解，主会场共有 4000 余种精品图书陈

列，20 种数字阅读类融媒产品演示宣传，
近百种文创产品展览，20余场阅读活动举
办，虚实、动静结合，传统与现代并存，阅读
与互动体验兼备，倾力为观众打造书香弥
漫、传统文化氤氲的美好阅读氛围，以及沉
浸式体验现代科技赋能的新场景。

除了传统的纸质图书，电子书、有声书、
视频书、数字平台等一系列创新阅读的新业
态也亮相主会场，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开发的
全国首家个性化数字阅读平台——书香河
南数字阅读平台、河南省最大的公共文化
服务平台“百姓文化云”等吸引了众多读者
的目光，大家不仅能欣赏到海量正版数字
内容资源，还能轻松实现找场馆、找活动、
看演出、看大戏、展才艺。

展场引人注意的还有一个红色的小亭

子——朗读亭，这是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开发的一套完整的数字阅读+朗读+活动
产品，拥有专业化的录音设备，隔音一体式
朗读空间，具备了朗读、畅听、背诵、演唱、
普通话矫正、书籍借阅等功能。记者现场
看到，读者走进朗读亭内，朗读自己喜欢的
诗歌。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今直播带货越来
越流行的大背景下，此次大会也特别搭建
了直播间，大象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将
进行现场直播活动，让更多的受众爱上阅
读，让好书遇到更多的读者。

作为实施“文化惠民”的重要内容，本
届书展向广大市民发放百万元惠民书券。
书展期间，读者可在云书网线上平台领取
电子券，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

书香润万家 奋进新时代

河南书展主会场在郑启幕

新华社悉尼9月 22日电（记者
王琪 岳东兴）2022年女篮世界杯 22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开赛，中国女篮在
小组赛首场比赛中以 107∶44大胜韩
国队。

63分是中韩女篮交手历史上的
最大分差。本场比赛，中国队内线大
将韩旭有 13分和 15个篮板入账，杨
力维、李梦均得到全场最高分的 14
分，李缘贡献 12分和 4次助攻，李月
汝拿下 9分和 7个篮板，潘臻琦得到
11 分。中国队全场抢下 58 个篮板
球，是韩国队的两倍。

中国队当天首发派出王思雨、杨
力维、李梦、黄思静和李月汝。开场
后全队迅速进入状态，打出 16∶2的
进攻高潮，首节结束以27∶11领先。

韩国队第二节手感全无仅得 9
分；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 54∶20遥遥
领先，比赛几无悬念。下半场中国队
进攻火力依旧凶猛，两队分差被进一
步拉大。

和中国队同处 A 组的美国队和
波多黎各队当天分别击败比利时队
和波黑队。中国队将在 23日对阵波
黑队。

2022年女篮世界杯共有12支球
队参加，分为两个小组，小组前四名
晋级八强。

女篮世界杯：

中国队首战狂胜韩国队

新华社上海9月22日电（记者 孙丽萍）曾创作经典童话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
家任溶溶于9月 22日在沪辞世，享年100岁。

任溶溶原名任根鎏，1923 年 5 月 19 日出生于上海，曾
任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语文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曾获得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
殊贡献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上海文艺
家终身荣誉奖”。

任溶溶精通多国语言，从 20世纪 40年代起开始从事儿
童文学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夏洛的
网》《吹小号的天鹅》等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他创作的童话
《“没头脑”和“不高兴”》深受读者喜爱，塑造了个性鲜明的
童话形象。

“我从事儿童文学似乎是偶然。但现在想来，我一生的
道路似乎就是准备做儿童文学的。选择儿童文学是我的幸
运。”任溶溶曾这样定义他与儿童文学的非凡情缘。他集翻
译家、作家、诗人、编辑家、出版家于一身，毕生在儿童文学
的园地里耕耘。

迄今，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 20卷本《任溶溶译文集》，
是任溶溶译著最大规模的一次汇集和出版，收录他翻译的全
球近40位知名作家的80余部作品，总字数近千万字。

《“没头脑”和“不高兴”》作者

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辞世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以“画好同心圆、喜迎二十大”
为主题的“黄河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河南展”在郑州展出。

本次展览由河南省委宣传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
导，民建河南省委会、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黄河水利委员会宣传中心联合主办。

展览由黄河非遗文创展、黄河万里图《大河上下》专题
展、“黄河超级 IP诞生记”专题展、“天地之中杯”全国廉政暨
文化遗产漫画大赛获奖作品展、黄河文化音乐数字藏品和
《唱片里的中国》纪录片展共五项内容组成，集中展现了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确立三年来黄河文化
创新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其中，由民建会员张传东历经十年创作的黄河万里图
《大河上下》长 230米，高 1.8米，以中国山水画的形式生动描
绘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脉发源，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
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9省区的壮美景观，中华母亲河
黄河沿岸主要自然风貌、历史人文景观、标志性城市与建筑
尽入画中，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品评。

五项精品展览全面展示
黄河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秦华）20日晚，《梨园春》特别节目——河
南戏曲名家演唱会在河南艺术中心文化广场上演，我省20多
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70多位国家一级演员，数百位戏
曲艺术家同台献艺。

演唱会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华
豫剧文化促进会、河南省文联、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河
南卫视、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河南省戏剧家协会、河南
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等承办。演出围绕《十年辉煌结硕果》
《黄河戏韵谱新篇》《传承有我勇担当》《老当益壮梨园情》四
个篇章展开，既有十八大以来着眼现实、讴歌时代的现实题
材作品，又有我省戏曲舞台上的传统经典剧目。

演出中，李树建、汪荃珍、贾廷聚、张宝英、任宏恩、王希
玲、虎美玲、王清芬、胡希华、周玉珍、刘忠河、汤玉英、贾文
龙、李金枝、申小梅、柏青、魏俊英、方素珍、杨帅学、刘艳丽、
吴素真等名家倾情献艺，为观众呈现了《焦裕禄》《重渡沟》
《老子》《义薄云天》《鲁镇》《黄河滩的女人》《大河安澜》等精
品剧目中的经典片段。节目紧扣主题、精彩纷呈，一次次将
晚会推向高潮。整场演出历时 4个小时，在《唱支山歌给党
听》以及百余位艺术家、现场观众齐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的深情歌声中落下帷幕。

值得一提的是，演唱会还特别设置了“戏曲舞台秀”
环节，我省戏曲艺术家老、中、青三代演员等百余人走上
红毯，时尚与新潮结合，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演
出开始前，世界纪录最长水袖保持者、豫剧小生演员吴青
峰倾情演绎的《水墨舞韵》惊艳全场，十米水袖舞出国粹
范儿。

河南戏曲名家演唱会上演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
者从河南省体育局获悉，在 9月 20
日结束的 2022年金砖国家运动会
霹雳舞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发
挥出色，斩获 1 枚金牌和 1 枚银
牌。其中获得金牌的正是河南姑
娘刘清漪。

据了解，2022年金砖国家运动
会由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主办，设霹
雳舞、国际象棋、武术三个大项。9
月 1日至 30日，运动会以线上方式
举行。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印
度和南非五个金砖国家的运动员通
过线上实时对弈或上传视频的方式

参赛。本次运动会霹雳舞比赛由在
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WDSF）注册
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
籍运动员或各国体育舞蹈协会注册
霹雳舞运动员参与。中国队由 5名
霹雳舞外训外赛队队员——商小
宇、亓祥宇、刘清漪、芮玢琪、曾莹莹
及 2022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男子
组冠军于子昂参加。经过激烈角
逐，除了刘清漪外，亓祥宇获得了本
次运动会霹雳舞男子组银牌。

另据了解，包括刘清漪在内的
中国霹雳舞外赛外训队 5 名队员
自今年 7 月中旬开始了在欧洲长

达数月的比赛和训练任务，队伍常
驻在巴黎北部小镇博韦的训练基
地，同时按计划前往欧洲其他国家
参加国际性赛事。在前不久结束
的斯洛伐克Outbreak以及葡萄牙
World Battle 两项赛事中，刘清漪
连续拿下冠军，这是中国女子霹雳
舞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中获得的
最好成绩。

9 月 16 日 ，红 牛 街 舞 大 赛
（RED BULL BC ONE）通过社交
媒体官宣，邀请刘清漪参加全球总
决赛。刘清漪成为中国首位被邀请
直通该项赛事全球总决赛的Bgirl。

金砖国家运动会线上举行

刘清漪霹雳舞夺冠

9月21日，巴黎圣日耳曼队球员李梦雯在比赛
中。当日，在2022~2023赛季欧洲女足冠军联赛资
格赛第二轮首回合比赛中，巴黎圣日耳曼队主场以
2∶1战胜赫根队。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体育局获悉，2022
年全国BMX自由式锦标赛暨全国青年BMX自由式锦标赛，9
月 21日在濮阳市体育馆落下帷幕。河南选手发挥出色，共斩获
团体和个人3枚银牌。

本次比赛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河南省体育局、濮阳市人
民政府主办，是自由式小轮车项目国内最高水平的赛事。设有
男、女团体，成年男、女组和青年男、女组，共有来自河北、安徽、
福建、山东、广东、四川、河南等 10支代表队的 67名运动员参
赛。比赛期间精彩不断，诸多选手完成了从未在国内比赛中出
现过的高难度动作，可以看出近两年我国小轮车运动员技术水
平的明显提升。最终四川队、湖北队、福建队分获成年男子团体
前三名；四川队、河南队、广东队分获成年女子团体前三名。河
南队的孙佳琪、濮阳队的乔依琳分别获得成年女子组和青年女
子组的第二名。

据了解，小轮车运动起源于20世纪 60年代，因充满激情与
活力深受年轻人的喜爱，2008年北京奥运会小轮车竞速赛第一
次成为奥运项目。此次比赛是继 2021年全国 BMX自由式锦
标赛暨全国青年 BMX自由式锦标赛后，濮阳市第二次举办该
项赛事。

BMX自由式全锦赛收官

河南选手斩获3枚银牌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9月 21日，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
南省足球协会承办的“奔跑吧·少年”河南省青少年足球精英训
练营在郑州航空港区圆满收官。在前河南建业队队长宋琦和8
月刚率队挺进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U13组四强的河南星途主
教练李广涵的带领下，来自省内 48名优秀的 U15、U13年龄段
球员完成了为期一周的集中训练，在技术、战术、体能、心理等
方面接受了专家们的悉心指导。

本次训练营 9月 15日正式开营，9月 21日闭营，训练内容
包括专项测试、理论实践课学习、教学比赛三部分内容。通过
专项测试，教练员团队在掌握每个球员的具体情况的基础上，
拟定教学计划。理论学习和实操训练中，教练员团队根据队员
的个体情况，结合最先进的足球理念，对小球员进行针对性的
训练指导。教学比赛环节，通过实战性的分组对抗，教练员针
对小球员在场上暴露出的技战术乃至心理等方面的问题，帮助
他们更好地全方位提升。

青少年足球精英训练营是我省发掘、培养、储备优秀足球
后备人才的重要举措，对夯实河南省足球人才基础、推动我省
青少年足球有着积极的意义。宋琦表示：“7天的集训时间虽然
时间不长，但是小球员们在这里得到了更规范、更专业的训练
和指导。这几天的集中训练更重要的是加深大家对足球的理
解和认知，也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短板，并找到解决办法。
队员把在训练营中的收获持续运用到未来的训练、比赛中，一
定能够不断进步。希望他们回去以后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刻苦
训练，不断提升自身水平，早日成长为河南足球的栋梁。”

青少年足球精英训练营收官

中国队球员韩旭（前右）在比
赛中 新华社发

竞赛场馆全部竣工并完成赛事功
能验收，“迎亚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迈
入快车道，亚运场馆提前开放掀起全民
健身热潮……23 日，延期后的杭州亚运
会将迎来倒计时一周年，各项筹备工作
也结出累累硕果，“天堂之城”再次蓄势
待发。

9月 19日，历时一个月的全国体操系
列赛（全国艺术体操冠军赛、全国体操锦
标赛、全国蹦床冠军赛）在杭州黄龙体育
馆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按照承办亚运会
的标准、全要素参与、全流程演练，得到
了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致好评。

“这次冠军赛的场馆就是亚运会比赛
场 馆 ，特 别 贴 近 国 际 比 赛 的 氛 围 和 环
境。”艺术体操国家队教练孙丹说，这样
的比赛环境，达到了锻炼运动员的目的。

一方面积极推进检验亚运场馆运
行 团 队 能 力 及 赛 事 组 织、服 务 保 障 的

“模拟考”，另一方面“还馆于民”也从理
念变成现实。日暮西沉，走进夜幕下的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迎面而来的除了秋
日 微 风 ，还 有 附 近 居 民 高 涨 的 健 身 热
情。有人在国风跑道上跑步，有人踏着
滑板追逐晚风，有人随着音乐在广场上
起舞……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位于杭州闹市

区，定位既是亚运公园，也是开放式的人
民 公 园 。 去 年 年 末 ，公 园 开 始 对 外 开
放。一南一北，两座场馆，行走其间，绿
草如茵，清水环绕，公园迅速成为杭州市
民的“网红打卡点”。“天气好时，每天的
接待人流量在四万人以上。”公园运营
方、蓝城杭亚文体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宓说。

在场馆设计之初，就将“节俭办赛”
“还馆于民”的理念融入其中，让运营单
位提前介入，充分考虑赛事和赛后功能
需求，这在杭州亚运会的场馆建设和改
造中非常普遍。杭州亚运会虽然延期，
但这些已经建成的场馆并未束之高阁。
杭州亚组委今年 5月宣布，原则上已全面
竣工并通过赛事功能验收的 56个竞赛场
馆、31个训练场馆自今年 7月 1日起陆续
惠民开放。

“亚运会推迟了一年，我们没有选择
空着场馆，而是向全社会惠民开放，让大

家去用起来。”杭州亚组委副秘书长、杭
州市副市长陈卫强说。

让老百姓共享亚运红利，“还馆于
民”只是其中之一。以亚运为契机，杭州
正全力推进嵌入式体育设施建设打造

“10 分钟健身圈”，城市空间的“边角余
料”正成为全民健身的“金角银边”。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2020 年
4 月，杭州发布了《杭州市亚运城市行动
计划纲要》，其中包括基础设施提升、绿
水青山守护、数字治理赋能等八项具体
行动。

随着亚运的脚步日益临近，杭州西
站、萧山国际机场三期、合杭高铁湖杭
段、机场轨道快线（19 号线）等“两点两
线”重大项目正式投运。根据杭州市城
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的信息，预计到今年
9 月底全市快速路总里程将达到 480 公
里。住在这里的人们正切身体会到悄
然发生的变化——交通方便了，道路变

美了，城市基础设施也愈发完善。
智能是杭州亚运会的四大办赛理念

之一，也承载着亚奥理事会对杭州亚运
会的期待。作为杭州亚运会地标性建
筑，“大小莲花”（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网球中心）智慧化改造也在今年上半年
揭开了神秘面纱。运用“数字孪生”技
术，一块名为数智管理舱的超级大屏，让
工作人员足不出户便能够掌控全局。

“通俗来说，‘大小莲花’里真实存在
的东西，在数智管理舱里的电脑模型中
也都全部存在。”“大小莲花”数字化业务
负责人珞林说，数智管理舱链接了整个

“大小莲花”区域内的 50 个弱电系统、2
万多个设备、8 万多个设备单元，可以实
现对场馆区域内的水、电、气等实时能耗
的监测，还可以统计二氧化碳、碳排放量
等，智能推算出场馆能耗“最优解”。

再次来到倒计时一周年的时间节点，
陈卫强说，杭州亚组委将重点围绕细化
场馆运行方案、提升改造信息指挥系统、
举办测试赛查漏补缺、营造全民健身氛
围激发全民亚运热情等方面努力。“还有
一年的时间，我们把它看成是新增的力
量、新增的收获，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关注
亚运、参与亚运、支持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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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赴亚运
——写在杭州亚运会倒计时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