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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帅亚森：
会让球迷看到建业的变化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今晚，建业将在主场与延边
富德迎来一场保级大战。昨日的新闻发
布会上，新任主帅亚森表示，对队员们目
前的状态很满意，虽然短时间内无法解
决球队的全部问题，但会在比赛中让大
家看到建业明显的变化。
在介绍球队的备战情况时，亚森表
示：
“ 我刚刚接手球队三天，带了两次训
练课，从训练来看对队员们的状态很满
意，但包括外力、柯钊、萨利赫都有伤不
能参加比赛，巴索戈还在国家队没有回
来，我也不能像魔术师一样一下子解决
全部的问题。但是我希望明天出场比赛
的队员能够全力以赴争取胜利。”
此役是建业必须要拿下的比赛，亚
森要用怎样的方式去赢球？他表示：
“首

先我们必须踢得更聪明，要用脑子去踢
球，保持压迫性，相信明天我们会有很多
得分机会，一定得把握住。总之会让大
家看到明显的变化。”
昨日，
中场大将多奇卡尔与亚森一道
出席发布会，
这也意味着时隔多日后他将
重回首发。多奇卡尔充满了自信：
“虽然
之前的几场联赛我没有踢，
但是现在我都
准备好了，球队的氛围也变得越来越好，
明天我一定可以展示出自己的水平。
”
随着亚森入主，建业的教练团队也
发生了变化。亚森证实，球迷颇为熟悉
的特兰切夫作为助教已加盟球队。同为
保加利亚人的特兰切夫是 2006 年建业
冲超的功勋外援，作为球队曾经的后防
铁闸，他也是建业史上最成功的外援之
一。另有一名外教是来自保加利亚国家
队的助教。

电影《中国药神》关机
朱婷在云南出现严重高原反应

剩余比赛是否上场
要视身体情况确定
□记者 王小娟
本 报 讯 北 京 时 间 6 月 15 日 晚 ，
2017 年全运会女排资格赛在云南禄丰
县体育馆开战，朱婷领衔的河南女排首
战 0：3 不敌颜妮、丁霞、王一梅领衔的辽
宁女排。朱婷因为再次出现严重高原反
应，赛后被 120 急救车送医，在医院输液
到 16 日凌晨 4 点才回酒店休息。
据在现场督战的河南省球类运动管
理中心副主任谢国臣透露，目前朱婷已
经基本恢复，只是剩余的比赛是否上场
还要视她的身体情况而定，
“保护队员的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这不是朱婷第一次在赛场
上被送去 120 急救。两年前的全国女排
联赛，也是在云南禄丰县体育馆，朱婷在
比赛中同样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这
次症状与上一次几乎一样。
由于身高且瘦削，同时朱婷对缺氧
的耐受性又比一般人低，身体耗氧量较
大。提前考虑到这些因素，加上两年前
的教训，河南女排此番特意安排了两名
专属队医全程跟随朱婷，然而依然没能
阻止高原反应的发生。处于山区的云南
楚雄州禄丰县县城所在的位置海拔大约
1600 米，禄丰当地球迷非常喜欢看排球

比赛，赛事组织方没有设置门票，观众几
乎是无门槛进入观赛，比赛中看台上人
山人海、座无虚席。加之当晚天气比较
热，体育馆里又没有空调，加剧了比赛中
球员的耗氧量。
15 日晚的这场比赛河南女排打得
不错，面对实力高于自己的对手，前两
局仅以两分的劣势惜败，当地球迷一直
在为河南女排加油。第三局最后时刻，
当朱婷得到 1 分帮助全队将比分追成
24 平 时 ，她 示 意 体 力 不 支 要 求 下 场 。
在场下休息一阵后，朱婷在场上比分达
到 29 平后再次上场，但最终河南女排
还是 30 比 32 遗憾输掉。本场比赛朱
婷 48 次扣球 26 中，还有 4 次拦网，一人
独得 30 分。
这次全运会附加赛有辽宁、解放军、
四川、云南、河南以及广东参赛，六支队
伍的第一名才能获得最后一张今年全运
会的正赛门票，其余队伍都将失去最后
的晋级资格，所以这几天每场比赛都是
硬仗。虽然局面比较严峻，任务非常艰
巨，但是河南女排主帅詹海根的态度很
坚决，
“ 高原反应是人体的正常反应，在
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首先保护运动员，决
不勉强，比赛再紧张也要看朱婷的身体
情况，
眼前最重要的是让她好好休息”。

考古纪录片《考古中华·河南篇》开机
□记者 游晓鹏

本报讯 6 月 16 日，大型系列考古
纪录片《考古中华·河南篇》在郑州举
行 开 机 仪 式 ，预 计 今 年 9 月 完 成 制 作
并在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
播出。
开机仪式由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
古专业指导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央视科教频道
《探索·发现》栏目、河南省文物局、河南
省文物考古学会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承办。
《探索·发现》栏目执行制
片人蔡一帆表示：
“ 这档节目立足于考
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大众化传播，对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考古发掘活动进
行全面、权威、重点的梳理，抢救和保留
珍贵的影像资料。”
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
委员会主任王仁湘表示，河南不仅是首
屈一指的考古大省，也有着一流的考古
工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入选数在全国
遥遥领先。纪录片的拍摄将为观众开
启解读河南考古、感知河南文化魅力的
一扇窗户。
据悉，
《河南篇》第一季计划 10 集，
选题包括洛阳曹魏大墓、陆浑戎古国、
大河村遗址、郑州青台遗址、信阳城阳
城遗址、新郑胡庄大墓、虢国大墓等。

宁浩、徐峥携手助力新锐导演
□记者 王峰 文 平伟 摄影

《中国药神》也是宁浩旗下“坏猴子 72 变
电影计划”的首部作品。
本报上海专电 随着第 20 届上海国
徐峥透露，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际电影节的临近，众多影片也开始奔赴
通过医疗视角来讲述生存艰难和人的尊
上海展开宣传，昨日，由文牧野执导的电
严。导演文牧野希望像《辛德勒的名单》那
影《中国药神》在上海举行关机发布会。 样，
刻画一个平凡人通过一己之力来影响
该片由徐峥、王传君、周一围等主演，徐
世人的故事。徐峥认为，
《中国药神》既是
峥还另外和宁浩联手担任监制，助力新
一部精彩的喜剧动作片，
也拥有深刻的社
锐导演文牧野。宁浩评价文牧野虽然年
会影响力，
“我这次饰演的角色跟以往都不
轻，却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刻画能力”， 一样，
很复杂，
也有很典型的多面性”
。

香港文博人蒋蔼玲：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记者 游晓鹏
历史“短暂”的香港也有考古？香港
文博事业又在与河南发生怎样的关系？
6 月 15 日，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有
着多年合作关系、致力于推广中国历史
文化的香港民间机构承真楼创办人蒋蔼
玲女士一行赴豫交流并接受了大河报记
者的采访。
蒋蔼玲说，怎样让更多的人认识和
精通中国历史文化，她觉得自己应该做
些什么。2010 年初，蒋蔼玲在香港创办
承真楼，这家规模并不大的非营利民间
机构致力于在香港推广中国传统历史与
文化，教育和培养人们对中国传统的兴
趣和欣赏力。为了把更专业和权威的知
识传递过去，他们尝试与内地考古机构、
高校联手，定期举办讲座和研讨会，让公
众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化的不同方面。今
年初，他们组织的河南考古及文化遗产
之旅，邀请了十多位来自中国香港和国
外的文博爱好者回到华夏文明发源的核
心，在郑州、安阳、开封等地实地参观考
古工地，
听专家讲述历史，
反响热烈。
“有一位 60 多岁的香港人，在美国住
过很长时间，从来不知道原来中国还保
存了这么多古代的东西，他说他在新郑
车马坑博物馆受到了人生中最大的震
撼。”蒋蔼玲说，这种在考古工地实地感
受历史文化的方式，跟在学校里的书本
学习完全不同，
“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
分享中国历史，替代学校教育里很多枯
燥的东西”。目前，他们也在向香港政府
申请，带更多的香港中学生、大学生来内
地考察。

蒋蔼玲的目标还包括如何增加国外
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学术研究状况的
了解，她认为香港处在中西文化交流前
沿，在此方面应该发挥更多作用。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向记者证实，目前，
双方正致力于今年 11 月在香港推出“商
代古城与大遗址保护”国际学术交流会
议，邀请包括庞贝古城、吴哥窟以及河
南商代遗址的发掘研究者在内的数十
位海内外学者参会，这对于国内外大遗
址的研究者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深入交
流机会。
承真楼团队成员蒋白浪毕业于武汉
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是香港回归祖
国后最早一批赴内地求学者，在内地和
香港都参与过考古发掘。他告诉大河报
记者：
“ 虽然在人们印象里香港历史不
长，但实际上，从新石器时代到近代都有
考古发现，最近又在九龙马头围发现了
宋代水井和很多文物，说明香港自古已
是移民城市。香港的考古发现总量相对
于内地城市要少很多，也主要集中在宋
元以后。在内地特别是河南，考古工地
的探方常常是 5×5 米甚至 10×10 米的，
香港的规模都很小，边长两三米已经很
了不起。香港的考古发掘跟内地联系紧
密，多数采用招投标、聘请考古公司发掘
的方式进行，而有相当一部分考古公司
是内地院校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开办
的，同时，考古工地所需要的熟练技工也
都来自内地，香港本地是找不到的。香
港的考古技术与力量很多需要内地的帮
助，不过在文物的保护和展示以及库房
管理方面，我觉得香港做得比内地很多
地方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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