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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理工大学（原河北理工学院）
1998届工业自动化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
生 张 立 君（军）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981009，声明作废。

▲沧州师范学院泊头分校2014届学
前教育专业五年制专科毕业生王丽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01051201406000203，
声明作废。

▲李卓蔚护士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丢
失，编号：14065257，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教育专
业 2003 届二年制专科毕业生刘芳毕业
证丢失，编号：101001200306001589，
声明作废。

▲河北地质大学 2018 届市政工程
技术专业二年制专科毕业生许茹楠就业
协议书丢失，编号：1804502，声明作废。

▲河北金融学院2017届会计专业三
年制专科毕业生翟丽静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14201201706001008，声明作废。

▲翟丽静初级会计职称证书丢失，
编号：1432，声明作废。

▲邢台学院 2011 届英语专业四年
制本科毕业生唐玉娇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01041201105001379，声明作废。

▲曹勇与王丹之女曹佳雯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编号：M130916553,出生日
期：2013年1月26日，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 2010 届广告学专业四
年制本科毕业生魏伟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00751201005000255，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2010届广告学专业四年
制本科毕业生魏伟学士学位证书丢失，编
号：1007542010000288，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 2014 届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成人、函授、专升本）本科毕业
生 文 全 亮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18325201405004423，声明作废。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护理专业
2016届五年制专科毕业生李文晴毕业证
书 丢 失 ，编 号 ：137791201606003493,
声明作废。

▲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16
届车辆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曹亮就业协
议书丢失，编号：20161047,声明作废。

▲河北中医学院（原石家庄卫生学
校）2003 届社区医学专业四年制中专毕
业 生 韩 旭 娟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20030131010451,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05 届临床医学
专业二年制专科毕业生韩旭娟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100891200506001428，声
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17 届外科学专
业研究生毕业生费川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170794,声明作废。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2007届艺术设
计专业二年制专科毕业生陈煦博毕业证
书丢失，编号：511771200706001595,声

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 2004 届化学教育

专业二年制专科毕业生郭家平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101001200406000379,声
明作废。

▲河北林学院（现河北农业大学）
1989届林学专业二年制专科毕业生王振
强毕业证书丢失，编号：（89）冀林院毕证
第2046号，声明作废。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2015届会计专
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王超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127851201506000789，声明作废。

▲保定市清苑区魏村派出所民警刘
峰警官证丢失，警号：048462，特此声明。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2017 级
交通运输专业学生刘鑫宇学生证丢失，
学号：17L0205110，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2017 级
交通运输专业学生申鑫鹏学生证丢失，
学号：17L0205114，声明作废。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2017

级金融信息 1702 班学生马伊萱学生证
丢失，学号：31702110222，声明作废。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2017
级金融信息 1702 班学生安君阳学生证
丢失，学号：31702110201，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2007届中西医临床
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毕业生薛丹丹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00891200705002655，
声明作废。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08届会
计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宋海兰毕业证
书丢失，编号：108731200806001164，声
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2016 级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学生何经纬学生证
丢失，学号：16L0803129，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2017级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蒋金玉学生
证丢失，学号：17L0801407，声明作废。

▲武雪燕农艺师资格证书丢失，编
号：0836289，声明作废。

河北省地矿局第三水文工程
地质大队马雪芹自 2018 年 8 月 23
日至今一直未到单位工作，刘伟自
2018年9月3日至今一直未到单位
工作，二人均已形成旷工事实，根
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与其
签订的《聘用合同》，决定与其解除
聘用合同，终止人事关系，特此公
告。如有异议，请于60日内与单位
联系或向人事劳动相关部门提出
按法律程序办理。在此期间，如未
提出异议，将办理解聘手续，停发
工资，终止社会保险等待遇，移交
人事档案。

河北省地矿局第三水文工程
地质大队

2018年11月12日

公 告

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大型杂技剧
《梦回中山国》省会上演

近日，省心连心艺术团演艺有限公司曲艺团正式成立，为振兴河北曲艺作出有益尝试——

传统曲艺复兴，要“搭桥”更要“筑路”

河北传统曲艺，缘何“冰火两
重天”

洪顺曲艺社、明博相声沙龙等民营曲艺
剧社在石家庄红火演出；沧州大运河畔清风
楼的“清风书场”每周举行专场演出，组织沧
州木板大鼓老艺人进行传统曲艺表演；张家
口市首家曲艺剧社——堡子里剧社今年7月
揭牌以来，东口数子、二人台等地方传统曲
艺轮番上演，受到当地百姓青睐和追捧。

“门前冷落鞍马稀”，曾是很多传统曲艺
面临的发展窘境。如今，我省不少地方传统
曲艺在当地渐渐活跃起来，受到百姓的广泛
欢迎。“近年来，地方曲艺剧社如雨后春笋不
断涌现，有力推动了我省曲艺艺术传承发
展。”省曲协副主席袁冀民认为，曲艺是具有
明显地方语言特色的艺术形式，曲艺接地气
的艺术魅力也在于此。但当下方言逐渐式
微，曲艺这一艺术形式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曲艺为什么受群众欢迎？因为它以说
唱的形式演绎百姓故事，语言有魅力、表演
有活力，通俗易懂。”省心连心艺术团演艺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李平芳认为，这些活跃在各
地的剧社和艺术团体演出备受群众欢迎，正
说明百姓对曲艺演出有消费需求。

从文艺晚会的热门节目，到具有明确受
众定位的相声社、曲艺社，曲艺表演正在以
新的演出方式、传播方式走向更多观众，而
且越来越时尚、越来越火爆。我省青年曲艺
家、京东大鼓演员郝少宝建议相关部门拓展
创新增值项目，比如曲艺比赛、曲艺旅游、曲
艺展览、曲艺信息交易平台等项目，可以帮
助广大曲艺人增加曝光度和表演机会，吸引
更多年轻人的目光。

创新形式和内容，让
传统曲艺更时尚更年轻

张家口口书《三英战吕布》获第
四届南山杯全国曲艺大赛优秀奖，张
家口口书《算账》获首届东部十省优秀
曲艺节目展演优秀奖⋯⋯近年来，张家
口市曲艺创作表演强势崛起。“张家口口书
是由张家口曲艺工作者新创的、极具地区文
化特色的说唱类曲艺艺术形式，它融合了评
书、数来宝、二人台、晋剧、小品、相声等艺术
形式，一男一女为搭档，灵活运用各种艺术
手法进行表演。这种与时代‘合拍’的形式
创新，为传统曲艺注入了时尚元素，受到年
轻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张家口市曲艺家协
会主席成杨说。

“曲艺是一门古老艺术，如何激活其新
的生机和活力，需要加入更多现代化元素，
让传统曲艺绽放出时代的花朵。”郝少宝认
为，只有与时俱进的好作品，才能更加吸引
当代年轻观众的目光。作为80后曲艺表演
者，郝少宝在自己的表演中，会加入极具现
代感的网络语言等，令观众耳目一新。

在我省曲艺表演老艺术家常志看来，
河北曲艺艺术历史悠久，曲种繁多，但系统
梳理曲艺发展脉络，整合曲种艺术特色的
理论书籍数量并不多。“如今，曲艺艺术已
转入现代发展阶段，呈现出新的生命力和
新的艺术理论与美学特征。”常志认为，在
注重作品和表演创新的同时，也应加强曲
艺理论建设。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传统
曲艺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更多思路。“我们应
当开拓思路，广泛借鉴一些新形式传播传

统曲艺，比如采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形式，
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中
来。”袁冀民认为，网络直播平台用户主要
为 85 后、90 后，可利用网络传播让传统艺
术的魅力“零距离”与青年群体接触。

培养和留住人才，让曲艺“接
力棒”代代相传

“放眼全省，从事相声和快板表演的人不
少，但从事鼓曲艺术的年轻人太少了，新生力
量不足是河北曲艺发展的最大阻碍。”郝少宝
致力于推动京东大鼓传承发展，谈到曲艺人
才培养所面临的困境，他不无担忧地说：“现
在石家庄能够从事鼓曲伴奏的专业弦师，最
年轻的也已年过花甲，还有几位已过古稀。
年轻一辈如果不尽快接过老一辈弦师手中的

‘接力棒’，鼓曲艺术将面临失传。”
为了进一步夯实我省曲艺发展根基，提

高我省曲艺创作队伍的创作水平，省曲协启
动了“河北曲艺人才工程”，搭建曲艺创作平
台，聘请全国知名艺术家崔砚君、李立山、刘
俊杰、常志为导师，采取导师带学生的方式，
对全省35位重点曲艺人才进行培养指导。

“这些学员中，绝大多数报名学习相
声、小品创作，像快板、西河大鼓等艺术门
类少有人问津。”谈到曲艺人才培养面临的
困境，常志表示，在短期培养的基础上，将
曲艺人才培养规模化、系统化，将有助于留
住曲艺人才。

李平芳坦言，为了打通曲艺人才培养
与就业的瓶颈，省心连心艺术团演艺有限
公司曲艺团成立后，将与河北艺术职业学
院合作，通过签约制聚拢人才，同时，还要
不断挖掘散落民间的曲艺人才，专业培
养+民间培养模式，将成为我省曲艺人才
培养的主要模式，为曲艺复兴提供人才
支撑。

□记者 田 恬

近日，我省组织创作的歌曲《中国时间》
入选第六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记者
对《中国时间》词作者陈涛及曲作者王备进
行了采访，为大家讲述歌曲背后的故事。

作为业内知名的词曲作家，陈涛、王备
曾多次携手创作出观众熟知的优秀音乐作
品，如韩红演唱的《千年之约》以及电视剧

《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心爱》、《芈月传》主
题曲《满月》、《大旗英雄传》主题曲《在劫难
逃》等。此次入选的《中国时间》是两人再

次合作的精品之作。“我们不能让时间停
转，我们让步伐再快一点。四十年我们奋
力追赶，昨天今天岁月留言。新城正舒展
千年画卷，嫦娥应见我灯火相连，地图在变
每个星星点点，青春迎面感慨万千⋯⋯”朴
实无华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旋律，再加上演
唱者汤非成熟大气、穿透力极强的嗓音，仿
佛一幅描摹时代的崭新画卷在听者眼前徐
徐展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许多翻天覆地的
变化和激动人心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每
个人身边。这种四十年来奋力拼搏的时代

节奏，激励着我们一直向前。未来，我们也
会一直这样走下去。”陈涛认为，这首歌的
核心意义在于，我们创造了独特的“中国时
间”，让生命更精彩。“我们一直在追赶，一
直在超越，无数人的青春热血在祖国广袤
的大地上挥洒、飞扬。”

“‘中国时间’这种独特的计时标准，也
象征着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时代正在向我们
迎面走来，这是中国百年的机遇，我们不会
停下脚步，我们唯有勇敢向前。”陈涛给出
了自己理解的“中国时间”。

“这里是中国时间，我们永不停歇，我

们分秒计算⋯⋯”歌曲的高潮部分体现出
一种时间感和情怀感的奇妙融合，时间的
永恒律动始终贯穿全曲，契合歌词中的永
不停歇之意。“‘中国时间’是整首歌曲的中
心点，既是全曲的最高音，也占据着结构上
最重要的位置。”王备表示，“中国时间”四
个字构成了这首歌的最佳记忆点，他在作
曲时抓住这个中心点，把歌词的精彩创意
用音乐的形式有力地烘托出来。

演唱者汤非曾多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陈涛和王备都认为，汤非那种既苍劲又充满
活力的艺术表现力，正是这首歌所需要的。
作为十几年的老搭档，陈涛、王备合作的歌
曲曾多次入选“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王备告诉记者，陈涛的歌词总是能激发出他
的创作热情。“陈涛对事物的描写总是独到
而精准，让一个作品在未完成之前就已经具
备了坚实厚重的根基。所以，作为一个曲作
者我是幸运的，我所做的就是将他本身就已
基本成型的艺术品再锦上添花。”

我省青年曲艺家、京东大鼓演员郝少宝在古城正定拍摄京东大鼓《武神赵子龙》。(资料片)
孟庆旸摄

中国时间 永不停歇
——访歌曲《中国时间》作者陈涛、王备

□记者 杨明静

立定跳远、5×25 米折返跑的体能素
质测试，颠球、运球过杆射门的基本功展
示，实战对抗考察⋯⋯11 月 2 日，石家庄
市翟营大街小学足球场，来自石家庄市长
安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 59
名学生，正在参加该区青少年校园足球

“满天星”训练营的第一次选拔。
“满天星”训练营是在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普及校园足球运动的基
础上，为更好提高学生的足球运动水平而

设立。全国首批共确定了 47 个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我省石家庄
市长安区和邯郸市曲周县入选，在这两地
中，长安区的训练营率先启动。

本次长安区“满天星”训练营的选拔
针对三个年龄段的学生，每个年龄段将有
30 人入选，入选学生每周都将进行“两练
一赛”。训练营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专门
配备了一名高水平的外籍教练。“希望通
过系统训练，为这些学生们打好基础，提
高他们的足球水平。”长安区“满天星”训
练营巴西籍教练爱德森说。

“训练营还将进行梯队建设并建立优
秀升级、末位降档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
孩子们的积极性。”长安区校园足球办公
室副主任刘贵鑫介绍。

除了为训练营的队员们进行指导，
外籍教练的先进技术和足球训练理念也
将进行推广。“外籍教练还将为长安区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教练提供系列培训，
同时还会对数十所学校进行巡回指导。”
本次训练营的外教选聘和管理方——中
荷 体 育 公 司 河 北 区 负 责 人 张 锦 洋 介
绍说。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石家庄
市长安区教育局思政体卫艺科科长雷胜
利说，举办“满天星”训练营，不光是为了
进一步提高校园足球优秀苗子的训练水
平，还希望通过他们影响和带动更多学生
参与到校园足球运动中来，进一步浓厚全
区校园足球的氛围。

“长安区有近两万人参与足球运动。”
刘贵鑫介绍说，近年来长安区中小学的校
园足球运动有了很大发展，本次“满天星”
训练营的选拔报名非常踊跃。长安区共
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41 所，
11 月 2 日参加选拔的孩子来自其中 16 所
小学，其他中小学的孩子们也将分批参加
选拔，每校只限3人参加。

“孩子喜欢，我们就支持。”在现场为
孩子加油的家长杨彩说，“通过踢球，孩子
的身体素质、团队意识等都有了明显提
升。如果他有恒心，我们会支持他一直踢
下去。”

我省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选拔启动

灿烂星河期待更多孩子加入

本报讯（记者杨明静）11 月 11 日，2018 河北省
第三届“全民健身 绿色骑行”自行车联赛（秦皇岛·
昌黎站）暨昌黎县首届自行车挑战赛在秦皇岛市昌
黎县开赛。

本站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设有骑游组、公路男
子组以及公路女子组三个组别，共吸引了近 400 名
选手参赛。最终，何山、刘洪振、罗艳增分别获得公
路男子组前三名，公路女子组前三名由李九斤、董艳
霞、孙云丽夺得。

本报讯（记者尹翠莉）11 月 7 日，在第六届亚洲
微电影艺术节“金海棠奖”颁奖晚会上，由省委政法
委申报的微电影《好雨知时节》从参选的 4612 部作
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第六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金海棠奖之平安中国单元最佳微电影奖”。

据介绍，该片由省委政法委、省监狱管理局、河
北怒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根据我省政法系统真实故
事原型改编并拍摄制作。影片讲述了石家庄市公安
局女民警张好雨与石家庄监狱男民警石杰通过相亲
认识，但由于工作原因一直未能谋面，在帮助一位犯
人寻找女儿的过程中，两人产生了一系列误会，但经
过不懈努力，最终帮助犯人找到了女儿，也收获了
爱情。

据悉，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中央新影集团等联合主办，2013年设立，每年举
办一届。

本报讯（记者田恬）11月9日至11日，由省杂技
团演艺有限公司创排的大型杂技剧《梦回中山国》在
省会天缘剧场上演。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由白狄族鲜虞部建立的千
乘之国，位于燕赵两国之间的太行山麓⋯⋯”随着大
幕缓缓拉开，“山字形铜礼器”“双翼神兽”“四龙四凤
铜方案”“虎噬鹿铜屏风座”等中山国代表性器物以
投影视频的方式一一展现。舞台上，甩鞭、皮条、蹬
伞、空竹、中幡⋯⋯十几种杂技技巧轮番登场，与战
国中山的历史发展剧情完美融合，精彩的表演不断
赢得现场观众的喝彩声和掌声。

大型杂技剧《梦回中山国》以《战国策》中记载
的“阴姬江姬争为后”的故事为原型，以杂技表演为
主，融合舞蹈、武术等艺术形式，再现了中山国所处
的战国时代风云，表现了燕赵大地兴亡代序、生生
不息的人文精神。

《好雨知时节》获亚洲
微电影艺术节“金海棠奖”

2018河北省第三届“全民健身
绿色骑行”自行车联赛
（秦皇岛·昌黎站）开赛

11 月 11 日，河北华夏幸福 9 号董学升（左一）
在大禁区中央头球破门。当日，2018 中国足球协
会超级联赛进行了第 30 轮的收官战，坐镇廊坊体
育场的河北华夏幸福以 2：1 战胜北京国安。河北
华夏幸福以 10 胜 9 平 11 负的战绩在本赛季排名第
六位。 记者 耿 辉摄

当下影视和网络流行文化的迅猛发展，对传统曲艺产生了一
定的冲击，许多曲艺门类传承发展呈现萎缩态势。如何搭建“桥
梁”，打通观众需求和产品供给之间的通道？如何“打通最后一公
里”，寻觅更有效的传播途径，让传统曲艺重归百姓生活？就此，记
者进行了专题采访。

□记者 曹 铮 刘 萍

本报讯（记者杨明静）11 月 6 日，在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迪拜举行的 2018 年残疾人单板滑雪亚洲杯
坡面回转比赛中，我省男子 UL 级运动员江紫豪发
挥出色获得亚军，这是我省残疾人运动员在单板滑
雪项目上获得的首枚国际赛事奖牌。

江紫豪来自邯郸涉县，今年 16 岁。此前，江紫
豪曾参加了韩国平昌冬残奥会，获得了坡面回转项
目第 9 名和障碍追逐项目第 11 名，是我省 4 名参加
平昌冬残奥会选手中成绩最好的。

2018年残疾人单板滑雪亚洲杯坡面回转比赛

我省运动员江紫豪获得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