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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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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遗 失 声 明

★三亚美天涯热带海洋世界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篮球运动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副本，证号：社证字第 51460204MJP266217J,现声
明作废。
★谭钥文遗失三亚棕榈滩东区13号楼 1101室收据，公
共维修基金收据金额5829.6元，现声明作废。

现有办公场所本月起对外招租，位于三
亚市迎宾路 145 号天际大厦 4 楼（整层 937
平方米），地段繁华，交通便利，整层出租，使
用率高，办公环境好，有停车场，随时看房，
价格面谈，有意向者请咨询卓先生。

联系人：卓先生
联系电话：13398989293
联系地址：三亚市迎宾路 145 号天际大

厦4楼

2021年 3月22日

办公场所招租

日本政府、东京奥组委和东
京都政府 20 日与国际奥委会和
国际残奥委会发表联合声明，宣
布海外观众将无法在今年夏天入
境日本。对于近100万海外奥运
会和残奥会门票持有者来说，这
是一个坏消息，但对于奥运会来
说，无疑是多了一层安全保障。

去年 11 月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访问日本时，与日本方面达
成共识，承诺让“合理数量”的观
众在现场观看奥运会，对海外观
众入境也持乐观态度。当时日本
疫情形势稳定，但之后日本推出
的经济刺激措施导致全日本旅游
消费报复性反弹，伴随着人员的
大量聚集，疫情急转直下，菅义伟
政府 2月被迫宣布包括东京都在
内的多地进入紧急状态，一度放
松的入境限制也全部取消。这一
深刻教训，可以说是禁止海外观

众入境的直接诱因。
日本的疫情形势依然非常严

峻，东京都17日的确诊病例超过
400 例，几个解除紧急状态的地
区疫情也有反弹苗头。因此，日
本政府计划在 21 日全面解除紧
急状态后，继续实施“全面暂停外
国人的新入境许可”管控措施，每
天 允 许 入 境 者 人 数 的 上 限 为
2000 人。《日经新闻》报道，日本
政府还将要求全部入境者下载可
以定位的APP，由国家设置的“入
国者健康确认中心”与入境者每
天进行 1 次视频通话，确认健康
状况。

奥运相关人士和运动员的入
境问题，肯定是作为例外加以特
别考虑的，因为4月初，奥运会测
试赛将要重新启动。日本方面为
所有参会人员制定了详细的防疫
手册，除了入境检测外，原则上规

定所有人在近乎“真空”中行动，
避免接触当地社区。参加奥运会
和残奥会的运动员大约为 15400
人，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
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裁
判、官员、赞助商等等，全部加起
来有数万人。东道主光是为这几
万人制定防疫手册就用了 3个多
月的时间，根本没有能力应对可
能入境的近百万海外观众。

过去一年，日本民众对于奥
运会的态度始终比较消极。民意
调查显示，今年初，第三波疫情最
严重时，超过 80%的日本民众希
望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取消或者
再次推迟举行。《读卖新闻》3 月
初的民意调查显示，这个比例仍
然接近六成。民众态度消极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海外游客大
量涌入增加疫情恶化风险。今年
下半年，日本要举行自民党总裁

选举和众议院换届选举，为了应
对选情，期待连任的菅义伟政府
也只能被迫继续“闭关锁国”。

东京奥运会原本对海外游客
极其看重。按照日本各界的共
识，东京奥运会将向世界展示日
本的重建和复兴，标志着日本从
2011 年大地震的灾难中恢复。
日本企业也期望通过多领域的技
术升级让世界看到日本的革新。
同时，日本市场也期待东京在奥
运会期间迎来 200 万游客，刺激
2019 年因上调消费税率而遭受
打击的日本经济。这些宏大的目
标已经不可能实现。

禁止海外观众入境日本，并
不代表东京奥运会将闭门举行。
日本方面和国际奥委会将在4月
底决定本土观众的数量。如同海
外观众的问题一样，决定权还在
日本政府手里。相信3月25日开

始的火炬接力将成为日本方面的

一个重要参考，如果火炬传递没

有造成大的群体感染，本土观众

的前景将更加乐观。

为了筹办奥运会，日本已经

花费了大约 120 亿美元，缺少海

外观众造成的损失与可能带来的

风险相比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巴

赫和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都

曾表示，奥运会即使闭门举行，也

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只要有电视

转播，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方面就

能把损失减少到最低，这是各方

都能接受的底线。当然，对于原

本就是通过电视画面了解奥运会

比赛的全世界大多数人来说，可

能心理反倒更平衡了。

（新华社东京3月21日电）

日本禁止海外观众入境的背后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本报讯（记者 李学仕）3月 20日，“助力
自贸港，丹青颂盛世”中国国家美术家协会会
员、陕西大秦书画院院长陶尚华百幅山水画
精品展在三亚大椰斋艺术馆开展。奇峰叠翠
的安徽黄山、绵延千里的巍巍秦岭……祖国
的大好河山在陶尚华的画作中呈现得淋漓尽
致。陶尚华说，本次展览主题围绕“美是由人
民创造的”而展开。艺术家们笔耕不辍，用心
灵描绘美的事物、塑造美的精神，希望观者在
感受山水之美的同时，努力创造幸福生活，共
建美丽家园。

云腾雾渺的高山大川、巧夺天工的奇松
怪石，一幅幅浓墨山水让前来观展的市民醉
心其间。从事教育行业的李女士表示，本次
画展在丰富市民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
给青少年非常好的艺术启蒙和美学教育，希
望三亚的文化艺术展览越来越丰富多彩。

画展上，三亚和其他地区艺术家现场挥
毫泼墨，共同为海南书画艺术发展擘画精彩。 嘉宾观看画展。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陶尚华百幅山水画精品展三亚开展

“南海潮涌”中国画优秀作品巡展槟榔谷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3月 19日至

20 日，讲述“闯海人”故事的话剧《大

海》在崖州湾科技城“萤火虫”小剧场上

演。

沉浸式音乐话剧《大海》根据李少

君获“中国长诗奖”的长诗《闯海歌》改

编，以 1980 年代满怀理想的一代闯海

人为原型，将跌宕起伏的时代潮涌浓缩

在一个扛着吉他浪迹天涯的游子故事

之上，由吴宜瞳创作了 9首风格各异的

歌曲串联全剧。此次演出的《大海》，通

过在科技城采风创作，将科技城新“闯

海人”逐梦天涯的元素和情景融入剧

中。

在科技城工作的李先生看完《大

海》的演出后，感触颇深：“这场话剧表

演让我看到那个年代‘闯海人’追求自

由、追逐梦想的魄力与精神，我作为新

‘闯海人’，受到了鼓舞，也希望能在科

技城闯出一番天地。”

据悉，话剧《大海》演出活动，由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主办，崖州湾科

技城文化客厅承办，海南省人艺话剧院

演出。

话剧《大海》
在崖州湾科技城上演

中日联合制作纪录片
《唐卡画师之乡》
打动日本观众

新华社东京 3月 21日电（记者 郭
丹）一部讲述中国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壤塘县青年牧民通过学习传承唐

卡绘画技艺、弘扬民族文化并实现脱贫

致富的大型纪录片《唐卡画师之乡》，近

日在日本广播协会多个频道播出，赢得

了众多日本观众的好评。

该纪录片由日本广播协会导演井

上隆史执导、中日团队历时 5年联合拍

摄制作。井上隆史用细腻、深邃的视

角，通过对几名在壤塘地区壤巴拉觉囊

（藏传佛教的一个派系）非遗文化传习

所学习的青年农牧民的跟踪拍摄，讲述

了他们在该非遗文化传习所创办人嘉

阳乐住仁波切的指导下，如何经过 10

年努力，成长为“觉囊唐卡非遗文化传

承人”，摆脱贫困、回馈家乡，并努力追

寻人生更高价值的感人故事。

“这些不输给环境、不输给气候、能

在逆境中怀抱梦想顽强生长的年轻人

真了不起，真是一部力作。”

“我被精美的唐卡和年轻的唐卡画

师们深深吸引了。”

“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一定要亲

眼去看真正的唐卡！”

……

日本观众在观看纪录片后纷纷在

社交媒体留言点赞。

据新华社美国阿斯本3月 20日电 法国选手

苔丝·勒德20日在此地夺得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分

站赛坡面障碍技巧金牌，预赛排名第一的谷爱凌

列第四。

第一滑失误后，勒德在后两滑中表现稳定，最

终拿下 83.90 分夺冠。以 81.00 分获得银牌的是

16岁的英国小将克里斯蒂·穆尔。在刚结束的世

锦赛上拿到大跳台金牌的俄罗斯人塔塔里娜以

78.55分摘铜。

英国人和俄罗斯人均是生涯首次登上世界杯

分站赛领奖台。通观整场比赛，第六段跳台上的

偏轴转体两周 1260动作成为夺牌“标配”。而法

国人在其它分段上的难度系数总体更高，从而获

得裁判青睐摘金。

事实上，根据国际雪联统计，本站赛后，曾在

赛季初奥地利施图拜站夺冠的勒德已提前锁定

坡面障碍技巧项目赛季总冠军。

在世锦赛上夺得该项目金牌的谷爱凌虽以

86.50分的绝对优势排名预赛第一晋级决赛，但带

伤参赛的她在完成决赛第一滑后，接连中断了后

两滑，最终排在第四名。

自由式滑雪世界杯阿斯本站坡障

谷爱凌无缘奖牌

新华社洛杉矶3月 20日电 美职篮洛杉矶湖

人队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在对阵老鹰队比赛的第

二节中右脚踝扭伤，随即离场。最终坐镇主场的

湖人队94:99告负。

赛后，现年36岁的詹姆斯被诊断为右脚踝高

位扭伤，回归赛场日期尚不确定。

詹姆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没有比不能为队

友出战比赛更让我生气和伤心的事了！目前我

的内心和外在的肢体都很受伤。恢复伤病的回

归之路现在开启，我会尽快回归，就像我从未离

开过那般。”

职业认证运动训练师、伤病分析专家杰夫·斯

托茨的看法是，脚踝高位扭伤导致的球员缺席场

次，平均是约10场。

詹姆斯脚踝受伤
或缺席多场比赛

据新华社合肥3月 21日电（记者 周畅 吴俊
宽）巅峰对决，纪录频出。21日，铁人杯·2021年

全国竞走锦标赛暨奥运会选拔赛在安徽黄山落

下帷幕。赛事见证了世锦赛冠军杨家玉、奥运冠

军刘虹在女子 20公里竞走项目中双双打破世界

纪录，以及雅加达亚运会冠军王凯华在男子20公

里竞走项目中打破全国纪录。

根据选拔办法，这次选拔赛的前三名加一名

替补将作为我国参加东京奥运会的阵容进行集

训，因此，各个项目的比拼都十分激烈。

21日进行的男子50公里竞走比赛中，参加过

多哈田径世锦赛的罗亚东以 3小时 46分 51秒的

成绩夺冠，陕西队的王钦、山东队的边通达分列

第二、三名，均获得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

在 20 日进行的女子 20 公里竞走比赛中，杨

家玉以 1 小时 23 分 49 秒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

刘虹以 1小时 24分 27秒的成绩也刷新了自己曾

经保持的世界纪录，位列第二。奥运会、世锦赛

双料亚军切阳什姐也以个人最好成绩，拿到东京

奥运会的“入场券”。

在男子 20公里竞走比赛中，王凯华以1小时

16 分 54 秒的成绩夺冠，打破了由奥运冠军王镇

保持的全国纪录。里约奥运会亚军蔡泽林和云

南选手张俊分获二、三名，将与王凯华一起出征

东京奥运会。

“这次选拔应该说有喜有忧，昨天的男女 20

公里竞走表现优异，女子打破了世界纪录，男子

也打破了全国纪录。但从今天的男子 50公里竞

走来看，我们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的

差距，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

田晓君对本次比赛进行了总结。

田晓君表示，下一步将专门根据东京奥运会

的场地、气候条件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竞走作

为中国田径的优势项目，争金夺牌的任务不能

变，但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把技术抓好、把实

力夯实，争取在奥运赛场上拿出选拔赛的水平

来。”田晓君说。

2021年全国竞走锦标赛收官
东京奥运中国竞走大名单出炉

据新华社马德里 3 月 20 日电（谢 宇 智）

2020-2021 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 28轮 20

日进行了一场焦点战，皇家马德里客场 3:1 击败

塞尔塔，暂时将与“领头羊”马德里竞技在积分榜

上的差距缩小到3分。

皇马本轮做客巴拉伊多斯球场，本泽马两度

建功并贡献一记助攻，阿森西奥也有一球入账；

塞尔塔方面则由桑蒂·米纳打入一球。皇马在客

场全取三分后，目前以18胜 6平 4负积60分暂时

上升至积分榜第二位，距少赛一场的马竞仅有 3

分差距。

在当日进行的其它几场比赛中，毕尔巴鄂竞

技主场 1:1 战平埃瓦尔，塞维利亚客场 1:1 与巴

拉多利德握手言和，韦斯卡则在主场 0:0战平奥

萨苏纳后继续在西甲积分榜上垫底。

西甲第28轮：

本泽马两射一传
皇马3:1客胜塞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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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本报讯（记者 袁永东 通讯
员 潘 达 强）为了传播海南文
化、提升景区文化体验、推动旅
游升级，3 月 21 日，“中国画优
秀作品新春进景区”展览系列
活动走进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
旅游区，在为期 10 天的巡展活
动中，让广大游客能够零距离
观赏到书画家的艺术作品，共
享文化大餐。

本次巡展地点位于景区三
月三广场空中小火车休闲厅，
巡展周期为 3 月 21 日至 30 日，
展示的名家书画精品以海南中
国画学会的艺术家创作为主，
以生动的艺术形式，丰富的作
品题材，手法多样的绘画技巧，
高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南海
潮涌”的创作主题。

来自广东的陈女士带着孩

子来到巡展现场，感受高雅的
艺术熏陶。“这些画作反映了海
南浓郁的海岛文化和民族风情，
孩子看得很入心，而且景区选择
在适合亲子体验的场所举办这
样的活动，也非常走心。先看画
展，再体验乘坐小火车，一动一
静，雅趣共赏，体验感很好。”

据悉，此次系列活动由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

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省中
国画学会承办，省旅游景区协
会、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天
涯海角景区、槟榔谷景区等单
位协办。本次系列活动是文化
与旅游融合的一次有益探索和
尝试，是一次以“书画艺术”为
支点撬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的具体实践，实现了“人在景中
走，景入画中游”的目的。

3 月 21 日，游客在槟榔谷景区欣赏名家书画精品。本报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潘达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