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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郑州 炫舞世界”

WDG 国际街舞大赛总决赛战火点燃
世界级街舞顶尖团队助阵今晚开幕式
本报讯（记者 苏瑜 王翠 通讯员 常程） WDG 第六届中国（郑州）国际街舞大赛总决
赛将于 9 月 14 日至 16 日在河南省体育馆进行。今晚的开幕式将迎来世界级街舞顶尖团
队、
《这就是街舞》总冠军及明星舞者助阵表演，同时已经入围荷花奖决赛的中国首部街舞
艺术作品《黄河》也将在开幕式亮相。
大赛由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CHUC 全国街舞联盟、河南省舞蹈家协会、郑州市金水区
人民政府指导，郑州市金水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主办。

论坛
年会和论坛助力街舞腾飞
赛事期间，
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
年会及街舞产业高峰论坛也将同步召开。
届时，全国街舞 30 个省级联盟的千余名街
舞精英、
培训机构代表将出席此次盛会。
同时此次年会还邀请了拟成立联盟的
西藏、
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舞者代表出席。
此次街舞年会将对全年的工作作出
总结，对未来的发展作出规划，还将举办
文化交流赛事、论坛、专题讲座，邀请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以及中国
港澳台地区的舞者共同参与，打造国际化
街舞青年盛会。

创新 重磅嘉宾来开幕，闭幕更像大派对
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秘书长夏锐介绍，本届大赛较
往届有了更多的创新和提升，表现在
形式上，总决赛重开幕、轻闭幕，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优化大赛流程，提升大
赛 品 质 ，同 时 增 加 赛 事 的 仪 式 感 ，
CHUC 全国 30 个联盟代表团、10 多个

国家的评委、选手代表将共同参加。
“本届开幕式将邀请世界级街舞顶
尖团队、
《这就是街舞》总冠军及明星舞
者助阵表演，
同时已经入围荷花奖决赛
的中国首部街舞艺术作品《黄河》也将在
此次开幕式亮相。颁奖和闭幕，
则会更
加注重舞者的交流，
更像一场Party。
”

赛制 单独设立 WATF 少儿街舞
赛制上，
今年大赛将少儿赛事独立
出来，
单独设立 WATF 少儿街舞。届时
WDG/WATF 将在省体主场馆内外 4 个
舞台及儿童剧院同时开赛。本届大赛
裁判阵容强大，将邀请 10 多个国家 40
余名国际级街舞裁判、
民族民间舞专业
裁判及明星裁判，超强实力、多元化的

裁判矩阵，
让此次大赛更专业更权威。
此外，大赛在奖项设置上增加了
对齐舞项目的奖励，增设最佳中国风
奖、最具创新奖，增加青少年组齐舞奖
项（设置冠、亚、季军），同时为鼓励参
赛选手，对第三第四名的选手会授予
奖杯、证书以此表彰。

影响
选手观众逐年增多
WDG 街 舞 大 赛 从 2013 年 第 一 届 开
始，到目前为止已举办了五届，今年是第
六届。据统计，前五届报名选手从内地到
港台，从国内到国外，吸引了来自美国、英
国、德国、法国、加拿大、韩国等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比赛。
“WDG 中国郑州国际街舞大赛”通过
五届的不懈努力，在街舞界已有较强的影
响力，形成了立足中原、走向全国、放眼世
界的良好格局。据统计，五届比赛参赛的
选手逐年增多，范围不断扩大，档次节节
攀升。参赛选手从 2013 年第一届的 2000
多人，增加到 2017 年第五届的 3 万余人，
观众达到 20 万人次。
本届大赛在总体策划、
环节设计、
媒体
传播、
运作模式、
产业发展、
专业提升、
艺术
创作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和完善。预
期本届大赛参赛选手将达到3万人次。

草书名家汇聚
“中原华彩”
河南省书协草书委员会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崔迎）集河南草书名
家于一堂，呈现当代河南草书发展的历
程，昨日上午，中原华彩——河南省书协
草书委员会作品展在郑州大学（南校区）
图书馆开幕。
中国书协名誉主席、郑大书法学院
院长张海，中国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草
书委员会主任刘洪彪，河南省文联党组
书记、省评论家协会主席王守国，中国书
协理事、河南省书协主席杨杰，郑州大学
党委副书记贾少鑫等出席开幕活动。
在书法创作风格演进的历史上，草
书经历了 2000 余年的风雨沧桑，经过了
无数次的洗礼，最终形成了极尽变化、神
奇莫测，达性情、致妙理，令人心醉的一

种书体。
河南省书协草书委员会是河南书坛
草书名家的汇聚之地。本次展览是河南
省书协草书委员会以集体形象展示出的
创作成果，充分显示了河南草书名家深
厚的创作实力，同时也是对河南省草书
代表书家的一次大检阅。
“目前，河南书坛老一代书家德艺弥
臻，
中年一代书家成就斐然，
年轻一代书法
家风华正茂，
河南书法呈现出蓬勃向上、
奋
发有为的良好态势。
”
中国书协理事、
河南
省书协主席杨杰在开幕式上说，
“这次活动
可以说是吹响了河南草书的集结号。
”
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贾少鑫在致辞
时表示：
“这次展览及研讨活动必将激发

各位书法家的艺术创作灵感，
在各自的学
术探索之路上留下深刻而难忘的记忆！
”
开幕式上，中国书协副主席、中国书
协草书委员会主任刘洪彪给出高度评价:
“河南是书法大省，河南书协一直没有停
止前进的脚步，
以实际行动为草书盛世在
做着实践，
是一支走在前列的生力军。
”
本次展览展出作品 80 件，作品全部
是草书作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有二
王一路的小草，也有张旭怀素一路的大
草，更有明清王铎、傅山、张瑞图一路的
大草，还有章草、隶草等草书门类，集河
南草书名家于一堂，可以看到当代河南
草书发展的历程。本次展览共展出 10
天，
9 月 23 日结束。

第二届晋冀鲁豫
传统戏剧展演将启幕
本报讯（记者 苏瑜）记者昨日从省文
化厅获悉，在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司的大力支持下，由省文化厅、安阳市
政府主办，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安阳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的“第二届晋冀鲁豫
传统戏剧展演活动”将于 9 月 17 日至 25 日
在安阳市举行。
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之处，是我国传统
戏剧集中分布地区，剧种繁多、流派纷呈、
名家辈出、交流频繁，传统戏剧广泛融入
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民众对于传统戏剧
有着深厚的情感。本次展演活动主要邀
请分布于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的剧种（以
国家级非遗项目为主）参加展演，9 天时间
共 18 场剧目精彩上演。
此次参演剧种多数为稀有剧种，剧目
全部为四省的国家级非遗传统戏剧类项
目，观众可原汁原味地欣赏各剧种的特色
表演。如山西省的上党落子《程咬金招
亲》
《三关明月》，晋剧《富贵图》
《满床笏》；
河北省的大平调《闯幽州》
《大登殿》，丝弦
剧《记阳关》
《三进士》；山东省的吕剧《小
姑贤》
《逼婚记》，山东梆子《老羊山》
《反西
唐》；河南省的太康道情《王金豆借粮》
《张
廷秀私访》，宛梆《铜台关》
《杨排风大战双
龙谷》，内黄坠剧《大宋金鸠记》、内黄落腔
《打定生》等。
据介绍，
展演期间，
还将举办晋冀鲁豫
传统戏剧保护工作经验座谈会，交流探讨
新时期传统戏剧保护、
传承和发展路径。
展演期间，演出活动现场还将举办
“河南省稀有剧种抢救工程图片展”，通过
图片、文字、图表等形式，主要展现改革开
放 40 年来河南稀有剧种的整体风貌和抢
救保护工作成果。

我市毽球小将首获全国冠军
本报讯（记者 王梓）在刚刚结束的
2018 年中国学生毽球锦标赛上，郑州市第
六十一中学（靓毽社团）首获中学生混合
三人赛冠军，这也是我省首次获得中学生
组毽球赛冠军。此外，在其他项目上，该
校还斩获颇丰，获得团体接力计数赛、女
子个人计数赛亚军，男子个人计数赛季
军。教练员樊朝辉、窦晓森老师获全国优
秀教练员称号。
中国学生毽球锦标赛由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主办。本
次比赛在浙江嘉兴举办，北京大学等 31 所
大学及中学的 39 支毽球队的 400 余名运
动员参加了比赛。
市六十一中学校长何秋萍介绍，学校
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从七年级开始校本课
程《靓毽》的学习。学校重点扶持选择毽
球作为特色的班级，把毽球、花毽融入师
生的文体生活融入校园的特色建设。历
经一年年一届届的不断努力，学校在去年
获得全国毽球示范校后，今年代表郑州市
首揽中国学生毽球锦标赛中学组混合三
人赛冠军。下一步，学校还要重点抓毽球
的竞技水平再提高，争取在明年的全国少
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上为郑州再添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