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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2 日早晨，在三亚

市人民医院后门的垃圾桶旁边。捡

拾女性弃婴（弃儿）一名，姓名：陈研

芯，出生日期（或者估计年龄）3 岁，

身体健康。

随身携带物品有：身上未携带任

何物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董桂芬（联系人姓名）联系，联系电话：

13976198735、18189826388，联系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

涯区河西路红旗街社区第一市场旁食品公司宿舍楼四楼

403房。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三亚市天涯区民政局办公室：0898-88911662

三亚市天涯区民政局办公室地址：三亚市天涯区凤

凰路319号

三亚市天涯区民政局
2020年 9月 16日

关于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资讯
广场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迎宾路 145 号天际大厦四楼

广告咨询热线0898-31885668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遗失声明 ★ 王 文 遗 失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460007198501164975， 流 水 号 ：
4600021884，现声明作废。

★中科量子医学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吴奇梅遗失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4楼V12铺面开具的定金收据，收据号：
0003394，金额：20000元，现声明作废。

★吴奇梅遗失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4楼V12铺面开具的押金收据，收据号：
0001779，金额：6100元，现声明作废。

★三亚立才文斌茶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60203600164184，现声
明作废。

★三亚二轻藤竹制品厂遗失工会法人资

格证书，证号：81460200MC0396117Y,现
声明作废。

★ 刘 凤 珍 遗 失 户 口 本 ，户 号 ：

460200015000565，现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9月 15日电（记者 白瀛）话剧《上
甘岭》将于10月 1日在上海保利大剧院首演。该剧
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为背景，以平凡人
在战场上成为英雄的故事体现“上甘岭精神”，由国
家话剧院导演李任执导。

制作人刘忠魁 15 日在京介绍，话剧《上甘岭》
以上甘岭战役中的坑道为主场景，讲述了一名炊事
班长、一名女卫生员和一群钢铁意志的志愿军战
士，在断粮断水、弹药缺乏、与组织失去通讯联络的
情况下，面对敌人强大炮火英勇无畏、顽强坚守阵
地的故事。

1952年 10月 14日，抗美援朝最著名的战役上
甘岭战役打响。此役，美军先后投入 6万余人的兵
力，出动 3000 架次飞机和 170余辆坦克，进攻不到
3.7 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在 44天的激战中，中
国人民志愿军共歼敌2.5万余人。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9 月 13 日，天涯区在岭
北社区围绕阅读主题开展了“悦”读伴我成长活动，
旨在让社区儿童通过阅读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助
力三亚“创文”工作。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社工通过“指眼说鼻”小
游戏，培养孩子们肢体协调能力。在游戏过程中，
营造出愉快的互动氛围。

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结合自己平时上课时的
体会，积极分享读书体验，通过精读、通读、朗读等
多种方法结合，进一步提升了孩子们的认知和思辨
能力。

经过社工的引导，害羞胆小的孩子们也敢于用
自己的语言将书本内容完整、流畅和有感情地向同
伴复述出来。大家为孩子们乐于分享、勇于突破的
精神给予了掌声与肯定。

自三亚“创文”工作开展以来，天涯区各级组织
积极发挥作用，多种形式宣传“创文”精神，凝聚“创
文”力量，为全市“创文”工作的稳步发展贡献天涯
力量。

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记者 林
德韧 苏斌）华裔球星林书豪 15 日在社
交媒体上宣布，不再参加新赛季的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比赛。

林书豪在视频中表示：“我决定了
我今年不回首钢去打球，这个决定是我
人生最难的一个决定，我花了四个礼
拜。最近两三个礼拜一直不能睡，每个
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了，一直在想。”

林书豪在上赛季加盟北京首钢，作
为球队核心带队杀入四强。他在 43 场
比赛中场均出场 32.9 分钟，贡献 22.7 分
5.6 篮板 5.6 助攻 1.9 抢断。上赛季季后
赛，北京首钢在与冠军球队广东队经历
了一轮激烈的半决赛后惜败。

回忆过去的一个赛季，林书豪也颇
为感慨，他说：“我昨天跟家人、朋友说想

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哭了，今年是特别的
一年，永远不会忘记跟首钢打的这一
年。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决定，我只是想
跟大家说，谢谢大家，我爱你们。”

北京首钢也发布了一份公告，对林
书豪的离开表示祝福。公告中表示，休
赛期以来，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与林书
豪及团队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诚邀书
豪一起携手继续征战，并在书豪返回
CBA 为前提的续约合同上双方达成共
识。经过反复斟酌，林书豪做出了一个
艰难的决定：他希望再次尝试回到NBA
（美职篮）。

公告中说：“双方一直保有能够在
新赛季再次携手的愿景，但我们也能够
理解并尊重林书豪最终的决定，尊重一
位运动员在职业生涯的每一分每一秒都

不曾放弃，不惜一切代价地追逐最高理
想——他完美地诠释了‘更高更快更强’
的体育精神。”

在联赛休赛期当中，北京首钢进行
了大幅度补强，从深圳新世纪招募了实
力内线李慕豪、还从新疆队挖来了范子
铭，随着这两名球员的加盟，首钢常年以
来存在的内线薄弱问题将得到缓解。另
外，北京首钢还完成了周仪翔的签约以
及刘晓宇、方硕的续约，新赛季本土球员
的阵容已日趋完整。

目前，首钢队未公布关于新赛季外
援人选的相关消息。

中国男篮新的一页，从易建联写给
年轻人的一封信开始。

国家队最新一期的集训九月初开
始，主教练杜锋在入队仪式上宣读了易
建联的信，他的对面是由16岁的王欣瑞、
17 岁的冯洺臻、余嘉豪和曾凡博等人组
成的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新军。他
的身后，在球场顶端悬挂着象征中国男
篮过往荣誉的数面锦旗。

“我跟队员们都说，那里面有几面旗
帜是我们通过努力，最后挂在那里。读
完阿联的信，我跟大家提了一个词‘捍卫
’。我希望新一代的国家队能捍卫前辈
们创造的荣誉和辉煌。”杜锋说。

习惯的力量

毋庸讳言，杜锋率领的中国男篮要
在低谷中逆风而行。虽然这次的短期集
训只有 20 天，而技战术水平的提高不可
能一蹴而就，但杜锋希望这群他可能会
在未来几年中指挥、打磨的年轻人有充
分的思想准备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位在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
赛）赛场上以“骂”球员、要求严格著称的
少帅准备了一次线上的“读书分享会”，
主题是阅读《习惯的力量》一书，还专门
邀请了清华大学的胡宇东教授在线为球
员们授课。

杜锋认为，培养年轻球员养成好的
习惯，首先要从训练场上尊重每一个球
权开始，“我是一个相对的完美主义者，
对每一堂训练课，包括每一个环节的细
节要求是很严的。这种严厉的程度，跟
我练过的队员其实都很清楚。我觉得首

先要让他们在训练场上就重视每一个环
节的细节上的每一个要求，比如说一个
失误、一个对抗、一个回合的进攻，这个
时候就让他们有压力，而不是说他们对
球权有不尊重的表现。那种不好的习惯
一旦养成的话，你在关键比赛上就会害
了整个团队。”

杜锋的“要求完美”，这次集训队中
来自广东队的胡明轩、徐杰和杜润旺自
然最有体会。比赛中的杜锋眼里不揉沙
子，不管对手是谁，领先多少，年轻球员
的一次漫不经心的失误，都少不了挨
批。不过和被批次数同时增长的，是广
东队年轻人这些年来有目共睹的成长。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再通过跟高水
平的队伍打高强度的比赛，找出当中的
一些差距和问题，再通过训练让你提
高。你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点都提
高，如果通过一段时间训练能提高一个
点，或者一个方面，都是一个收获。”

“海选”新人因放眼未来

本次国家队集训征召了 24名队员，
而且以原来未入选过国家队的年轻球员
为主，这让外界多少有些意外。杜锋表
示，他希望可以更好地了解年轻球员的
状况，年龄结构上则考虑了未来两届奥
运会。

“考虑到未来 4年，包括再下一届奥
运会，我觉得需要一些年轻队员加入国
家队的序列里来，有更多的年轻血液能
接上这个接力棒。如果等老队员打不动
了再调整，可能会有新的阵痛，”杜锋
说。除了便于自己了解队员之外，杜锋

也希望给更多年轻球员一个了解国家队

的机会，激励他们点燃心中为国而战的

梦想。

杜锋透露，自己被任命为国家队主

教练之后，就有技术分析团队在根据需

要做数据上的跟踪和大范围的考察，所

以这次的名单里除了有CBA联赛中表现

突出的年轻球员，还有祝铭震这样的大

学生球员，也有海外球员、U17 和 U18 的

年轻球员。

“很多球员我通过比赛录像和在场

上打球有一些观察，这次我希望通过集

训去更深入地交流，去面对面地训练和

生活，更好地了解和观察这些球员。”

去年男篮世界杯赛之后，很多人对

中国男篮未来几年的前景感到悲观，也

有人认为后继乏人的现象很明显。杜锋

坦言，如果拿现在国家队的球员去和
2008 年中国男篮的同位置球员对比，的
确感觉几乎所有位置都有差距，而这样
的差距可能不是一个教练或一两个人能
迅速改变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也
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首先，要我们
CBA所有这些俱乐部投资人包括队伍的
教练共同去让更多的年轻球员在CBA的
舞台上得到锻炼和提高，然后有更多队
员能够进入竞争国家队大名单的序列，
然后再从大名单中优中选优。光靠夏天
的十来场国家队的热身赛和国际比赛，
想要球员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层次，我
觉得是不太现实的。”杜锋说，“另外，不
光是技术方面，球员在精神方面，意志品
质，包括他的这种感染力、他的动力也需
要提升，要有从全方位带动这个新的集
体的人站出来。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年
轻队员愿意去为这个目标做出行动，但
是也需要我们去慢慢培养和发现。”

降低外援依赖 打造本土“内核”

多年以来，CBA 的外援政策一直在
不断调整，如何在使用外援提升球队战
绩、观赏性和培养本土球员之间找到平
衡，一直是一个难题。对此，杜锋认为，
如果过于依赖外援，就会造成国内球员
技术单一的问题。应让外援为我所用，
同时提升本土球员主导比赛的综合能
力。

“比如说一个投手，联赛里他只会投
篮就够了，外援会创造很多机会给他
投。从国家队的角度来说，没有这样的
强力外援给其他人创造机会的时候，谁
来创造机会？”

正因如此，杜锋最近几年大力培养赵
睿、胡明轩、徐杰等本土后卫，使广东队拥
有目前国内最豪华的后场阵容之一。

“在外援的使用上，威姆斯之前在浙
江（稠州）比赛的时候，他会拿球去推进
到前场来组织战术，在我这里（广东）我
不会让他去干这个事情。我不管这个外
援是马尚还是威姆斯，我可能还是要让
（国内）这些后卫来主导和参与到这个比
赛当中，来通过这些比赛提升和历练自
己。关键节点他能把控和掌握比赛的机
会越来越多的话，再遇到一些大赛的时
候，他可能就不会像自己以前那样紧张、
不知所措。”

在国家集训队蓝队执教的时候，杜
锋也非常重视年轻后卫的使用和培养，
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培养信心。经过在
蓝队的锤炼和洗礼，吴前、孙铭徽、曾令
旭回到联赛中逐渐成长为本队后卫线上

的本土当家人物。尤其是今年CBA复赛
在外援不能归队的情况下，吴前、孙铭徽
已成领军上将，再非“吴下阿蒙”。

“我以前经常跟朋友开玩笑，我说是
打三、四号位的人，然后培养出很多好的
后卫。现在国际比赛的舞台上，后卫和
外线的这个重要性在慢慢提升了，尤其
是在关键球处理上的。如果要用高标准
来衡量，我们还要继续加强。”杜锋说。

在今年CBA联赛复赛之后，吴前、孙
铭徽、程帅澎等本土年轻后卫的爆发让
人眼前一亮。不过，他们能否在国家队
挑起大梁、在国际赛场上经受考验还未
可知。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后卫的身
高不算特别出众，在面对一些世界强队
身高、灵巧并存的后卫线时，明显吃亏。
不过，杜锋认为，身高固然重要，但更重
要的是因材施教。

对于因材施教，杜锋有自己的心
得，他对身高 1 米 83 的徐杰的使用让人
称道。“2018/2019 赛季从（国家队）蓝队
回到广东队，接尤纳斯的班，老尤其实那
时候对徐杰是不太看好的。小后卫有小
后卫的灵巧，怎么样突出他的这种强点，
去带动他的一些短板，要好好研究。当
时通过给徐杰机会，两年时间下来他有
这么大的改变，我也是挺欣慰的。”

累并快乐着

杜锋说，对于年轻球员而言，最重要
的就是要及时告诉他为什么打得好、为
什么打得不好，而这对于教练员而言是
既痛苦又快乐的经历。

“我们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剪辑
录像、分析录像，然后拿出最精华的几个
点去传达给队员。一个联赛下来，光剪
录像看录像，作为我来说真的挺崩溃的，
就是特别特别累。但是，你看到通过这
些比赛分析还有训练，看到他们的进步
和成长，那种喜悦是常人无法体会的。”

现在，来到重建中的国家队，杜锋需
要完成同样的任务，在尚显稚嫩的新人
中寻找中国男篮未来的脊梁。

老将易建联还在伤病恢复之中，能
否参加明年的奥运会落选赛尚未可知。
杜锋表示，中国队需要做两手准备。如
果易建联最终无法参赛，那也可能为年
轻球员提供证明自己的机会。

杜锋说，易建联总有退役的那一天，
他希望这次参加集训的队员们能够尽快
接班。

“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运动员可以
真正地崭露头角，哪些球员能真正地沉
淀下来，这需要时间和比赛去检验。”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捍卫荣誉
从尊重球权开始
——专访中国男篮国家队主教练杜锋

新华社记者 王浩宇 王镜宇

林书豪宣布告别新赛季CBA
将再次尝试回到NBA

话剧《上甘岭》：

颂扬“上甘岭精神”

天涯区“悦”读伴我成长活动走进社区

分享读书体验 提高思辨能力

中超：上海上港胜武汉卓尔

9 月 15 日，武汉卓尔队球员廖均健（右）在比
赛中防守上海上港队球员李圣龙。

当日，在 2020 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
一阶段（苏州赛区）第 11 轮比赛中，上海上港队以
2 比 1 战胜武汉卓尔队。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据新华社伦敦 9月 14 日电（记者 张薇）英超
首轮 14 日再赛两场，狼队开场 6 分钟内便打进两
球，2：0击败主场作战的谢菲联。夏季转会期重金
引援的切尔西到访布莱顿，以 3：1 告捷。不过，此
役获评全场最佳球员的却是切尔西的20岁“土产”
小将里斯·詹姆斯，他以一传一射的成绩单抢了大
牌新援的戏。

切尔西客战布莱顿，新近加盟的德国国脚维尔
纳和哈弗茨双双迎来代表切尔西的首秀。上半场，
维尔纳抓住对手后防线失误突入禁区赢得点球，若
日尼奥第23分钟轻松罚入。

主队第 54 分钟利用远射扳平，但两分钟后切
尔西就以同样方式还以颜色。詹姆斯禁区外远射，
球钻入死角，切尔西再次领先。此后，祖马再添一
分，切尔西3：1带走胜利。

此役最出风头的当属詹姆斯，这位出自切尔西
青训的小将表现闪耀全场，他以一记远射“世界
波”，让对手在扳平比分仅2分钟时就再度落后，其
效果无疑是当头棒喝。随后，詹姆斯又助攻祖马破
门，帮助蓝军锁定胜局。

新援亮相小将抢戏，切尔西3比1
完胜布莱顿

豪华蓝军重新启航

■英超

右图：6 月 30 日，北京首钢队球员
林书豪（前）在比赛中拼得篮板球。（资
料图） 新华社发

展望未来，杜锋满怀信心。（资料图）
新华社发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