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小立领、斜襟，一朵朵祥云
印在孔雀蓝旗袍上，衬托出焦作
姑娘的淡雅与端庄。9 月 2 日，

“一赛一节”礼仪队队员身着孔
雀 蓝 旗 袍 ， 在 2019 “ 一 带 一
路”太极行活动启动仪式上正式
亮相，就惊艳了全场，完美向世
界诠释了焦作姑娘的婉约、大
气。

中国礼仪之美用旗袍来展
示，再恰当不过了。记者从有
关部门了解到，这是“一赛一
节”礼仪队首次选择旗袍作为
礼 仪 服 ， 和 上 一 届 的 套 装 相
比，既有中国味儿，又有国际
范儿。

据了解，这是经 过 多 方 比
较，参考了我国大赛、大型活
动的举办经验后敲定的服饰。
选择孔雀蓝，是因为这是今年

的流行色。立领不仅体现了中
式服装的精髓，“立”字也体现
了焦作积极向上的城市风貌。
服饰上印的祥云图案，似祥云
又似山水，当礼仪队员在行走
时，就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美不胜收，妙不可言。另外，
祥云图案不仅契合焦作山水城
市的特点，也有一种吉祥、喜
庆的寓意在里面。

可以说，礼仪队员穿的孔雀
蓝旗袍，既修饰身材、便于礼仪
行走，又多了一分灵动性。多一
分则肥，少一分则瘦，用到她们
身上再恰当不过。

那么，“一赛一节”礼仪队员
是如何选拔出来的？

据了解，“一赛一节”礼仪队
是今年 7 月底组队，队员共 28
人，来自市公安局和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平均身高 1.65 米。这些
队员不仅有身材和颜值，还需要
有智慧和文化修养，了解焦作的

历史，还得口才好。另外，队员
部分来自市公安局，在一定程度
上能起到安保的作用。

在“一赛一节”的开幕式、
闭幕式等活动中，观众都可以看
到身着孔雀蓝旗袍的礼仪队队

员，相信她们的美丽、仪态将会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一
赛一节”增色。

一袭旗袍写意山水焦作
本报为您揭秘“一赛一节”礼仪服和礼仪队员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作
为本届“一赛一节”比赛的举
办地，市太极体育中心的颜值
和气质令人关注和期待。近
日，市太极体育中心进行了夜
晚亮化调试。

为了让海内外来宾能更好
地欣赏太极体育中心，我市决
定启动太极体育中心的亮化工
程。

走进太极体育中心，像走
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各
个体育馆的外立面都亮起了灯
光，把各个场馆映衬得格外美
丽，更加突出了建筑线条的美
感。

太极体育中心的太极之韵
雕塑旁，有几排高高挂起的红
灯笼，洋溢着节日般温暖的气
息。红灯笼映照在旁边的水池
中，如梦如幻。

太极体育场顶部的灯光，
时而像一条蜿蜒的长龙，时而
像射向远方的一个个箭头，不
时 变 换 色 彩 ， 时 而 白 得 耀
眼，时而黄得夺目，时而又
灿 若 烟 霞 。 珍 珠 白 、 太 空
银、幻彩金、珠光褐、宝石
蓝、玫瑰红……不同的色彩组
合起来，让太极体育中心处处
流光溢彩，和白天相比有着别
样的美。

流光溢彩 太极体育中心夜景梦幻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一
赛一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开幕式文体表演正在紧锣密
鼓筹备中。昨日，记者从市
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了 解 到 ，

“一赛一节”开幕式共有 1700
余人参加，其中我市参演人员
1200人，排练已从8月25日开
始。

据了解，8月25日～9月10
日，是分散排练，9月11日～9
月13日是集中排练，9月13日
进行整体联排，9 月 14 日将进

行彩排，9月16日正式演出。
参加“一赛一节”开幕式

文体演出的，有河南理工大
学、焦作大学、焦作师专、龙
源湖小学、温县太极拳学校的
学生，也有塔沟武校、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中原工学院的学
生，还有市歌舞剧院、新蔡杂
技团的演员们。

据了解，“一赛一节”开幕
式约一个半小时，节目将达到
国际范、焦作风、山水情、太
极韵的效果。

将有1700余人参加“一赛一节”
开幕式文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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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随着焦作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小平宣布“2019

‘一带一路’太极行（中国·焦作）活
动启动”，从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出
发，太极行燃遍全国。截至9月9日，
焦作市“四大班子”领导、温县“四
大班子”领导，以及数百名各地太极
拳名家，分赴郑州、徐州、深圳、苏
州、泉州、北京、厦门、南宁、沈
阳、海口等地展示太极拳魅力，共唱

“一带一路”太极合奏曲。
9月3日，“一带一路”太极行活

动在郑州启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院
长杨国安、党委书记张绍通参与启动
仪式，值2019年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
族体育运动会来临之际，作为河南省
唯一一所全国“211”大学郑州大学组
织近千名师生共同展示太极拳套路，
共“武”太极，尽展太极少年风采。
据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张绍通
介绍，郑大体院近年来，围绕“体育
强国”战略，立足国家需求，贯通培
养、整合资源，注重太极拳体育人才
培养，助推太极拳事业蓬勃发展。

9 月 4日，“彭城”徐州站启动仪
式在徐州市彭祖园拉开帷幕，徐州历
史悠久，英雄辈出，历来就是兵家必
争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浓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使这里的人们形成尚武
的传统，习练太极拳则早已成为当地
市民茶余饭后、修身养性的最佳选择。

9月5日，“鹏城”深圳、美丽苏
州两站启动仪式同时开展，深圳站16
支表演队伍近千名太极拳习练者与苏
州朱老虎太极拳苏州馆学员，同时演
绎美轮美奂的陈式、孙式太极拳。在
深圳站活动现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著名传承人、陈式太极拳领军人
物陈小旺说：“没想到深圳有如此浓厚
的太极文化基础，习练者众多，尽管
今天天气不好，还有这么多太极拳爱
好者参加，我非常激动，他们让我看
到了弘扬太极文化的希望，更增强了
传播太极文化的信心”。深圳市武术协
会副主席尚志刚说：“此次活动的举办
很有意义，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加强
两地太极拳的发展交流，同时能够进一
步推动深圳市全民运动的开展，通过
这样的活动，也能吸引更多的太极拳
爱好者加入到这项健康阳光的运动当
中来！”

9月6日，启动仪式在闽南文化之
都泉州展开，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颜伟劲，泉州市少林寺武僧团总
教练理刚，泉州市中原文化促进会执
行会长陈长峰出席活动，泉州崇文尚
武之风甚浓，武术流派纷呈，习练太
极拳者众多，当日太极拳、少林拳同
台表演，表演者通过形、神、意、气
的巧妙融合和精彩演绎，一舒一展间
展示出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少林拳
与太极拳的激烈碰撞，不仅是武术文
化的交流，同时与焦作市委提出的

“两拳两山融合发展”的提议不谋而
合。

9月7日，北京、厦门、南宁、沈
阳四市轮番上演“太极”盛况，焦作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出席沈阳站

展演活动，现场反响极佳，此次“一
带一路”太极行沈阳站活动，为两地
太极文化传播构建桥梁，为两地旅游
文化交流合作带来了新机遇，意义非
凡。

9月9日，“椰城”海口、“林城”
贵阳、“海棠香国”大足三站再次呈现

“太极盛宴”，贵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张雪蓉、海口市武协主席刘怀良、
重庆市大足区政协副主席李志等领导
参与活动，其中海口作为海南省政
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和最大的
交通枢纽，太极拳在当地有着浓厚的
群众基础。近年来，太极拳在海口发
展迅速，仅太极拳乡人拳馆海南馆就
培养了3000多名太极拳学员。海口市
武协主席刘怀良这样讲：“太极拳把健
康带到了海南省、海口市的各个角
落，为海南省的武术事业增添了新的
活力，展现了新的生机，如今，习练
太极拳已经成为海口市最亮丽的风景
线”。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日本、美
国、意大利等19个国家的多个城市也
同时开展了“一带一路”太极行展演
活动，参与人数众多，盛况空前。至
此，展演活动仍如火如荼地举行，举
国上下“太极之花”绽放异彩，世界
各地“太极盛世”空前繁华！

乔明辉

“一带一路”太极行活动牵动世界的目光

“太极盛世”全球共享 “太极之花”神州共赏

本报讯（记者李秋）以赛
为媒促招商、以节会友谋发
展。9月16日至22日，第十届
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
暨2019云台山旅游节将如期举
行，其间将举办一系列经贸招
商活动。为确保招商活动实效
性，我市成立了“一赛一节”
招商组，按照“节前抓招商、
节中抓签约、节后抓落实”的
总要求，对全年招商活动的时
间、地区、参会人员等进行明
确，同时对各成员单位明确任
务，将目标量化，科学制定考
核办法，有效提高区域专题推
介成效，实现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量质齐升。

目前，我市已在郑州、深
圳、北京、上海等 4 座城市成
功举办了“一赛一节”专题招
商推介暨项目签约系列活动，
共签约招商项目 121 个，总投
资1133.39亿元。招商组依据年
初制订的《一赛一节招商组工
作方案》及《一赛一节招商工
作考核办法》完成了经贸招商
中期考核工作。今年年初以
来，各县 （市） 区主要领导共
带 队 外 出 招 商 157 次 ； 各 县
（市） 区自办招商推介活动 24
场，成功签约项目49个，总投
资额348.3亿元。经招商组实地
查看，各县 （市） 区“一赛一
节”专题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

系列活动的签约项目都按要求
建立了台账，资料比较完备，
已签约的121个项目全部履约。

按照“一赛一节”经贸招
商活动安排，9 月 16 日至 18
日，我市将在市太极体育中心
举办2019中国 （焦作） 工商企
业跨境投资与贸易洽谈会，目
前已对接30个国家和地区近40
家海外客商参会，主要行业是
机械制造、机动车零配件制
造，食品、保健品、酒类、食
用油制造销售，旅游业、商
业、咨询行业等，规模超过上
届。为做好客商与我市企业的
对接工作，7 月上旬以来，市
商务局联合中行焦作分行在 6
县 （市） 及主城区举办了 7 场
客户招募推介会，现征集我市
有意向参会的市内企业超过
300家。9月17日，在市会议中
心圆形报告厅，将举办中国焦
作对外经贸合作洽谈会暨项目
签约仪式，重点邀请行业协会
会长、商会会长、龙头企业代
表等嘉宾，会上拟对我市重点
招商项目、主导产业进行推介
发布，并筛选一批重点招商合
作 项 目 进 行 集 中 签 约 。 目
前，招商组已对相关推介视
频、资料进行更新完善，各
县 （市） 区正在积极开展邀
商工作，现已确认 400 余名客
商届时参会。

节会搭台 经贸唱戏

“一赛一节”招商组
精心组织经贸活动

9月2日 温县陈家沟

9月3日 郑州

9月4日 徐州

9月5日 深圳、苏州

9月6日 泉州

9月7日 北京、厦门、南宁、沈阳

9月9日 海口、贵阳、重庆市大足区

“一带一路”太极行活动

展演国家 展演城市

澳大利亚 珀斯

日本 埼玉县

意大利 米兰

老挝 万象

柬埔寨 金边

以色列 特拉维夫

智利 圣地亚哥

加拿大 多伦多

以色列 耶路撒冷

展演时间 展演城市 展演国家 展演城市

美国 拉斯维加斯

希腊 雅典

美国 纽约

马来西亚 云顶

法国 贝尔福

法国 卡奥尔

德国 慕尼黑

爱尔兰 柏林

美国 俄亥俄州

国内部分 国际部分

➡保加利亚。

美国拉斯维加斯。

➡

⬆⬆澳大利亚珀斯。

➡智利圣地亚哥。

9月6日，准备参加太极拳大赛的市拳聚德太极拳俱乐部报
名选手在老师的指导下加紧训练。该俱乐部有40名成员已报名
参加太极拳大赛，年龄最小的7岁，最大的62岁，将分别参加
陈式太极拳、太极剑、太极大刀、吴氏太极拳和杨氏太极拳等
比赛项目。据了解，报名选手从今年7月份就已开始进行强化
训练，选手们信心百倍力争冲刺精英赛第一名。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身着孔雀蓝旗袍的礼仪队姑娘们将在“一赛一节”颁奖仪式上一展焦作礼仪风采。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本栏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温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