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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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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以庆遗失三亚棕榈滩西区 1号楼 2001室收据，房
款收据金额：200000元，现声明作废。
★ 陈 云 珍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362202198011121021，现声明作废。

★海南泰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海南米之薇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三亚海发制冰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为了推进绿色殡葬改革，推行文明祭祀、节地
生态安葬等理念，增进公众对殡葬工作的了解，主
动接受群众监督，三亚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将开展
以“慎终追远 绿色缅怀”为主题的“殡葬公众开放
日”活动，诚邀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参观。

一、活动时间：
2021年 3月 31日 上午9：00-11：00
二、活动地点：三亚市吉阳区亚龙湾路 51号市

仙逸园殡仪馆。
三、联系方式：
0898-88710247，18907600040。
四、报名条件：身体健康，心理素质强。
五、报名名额：20人。

三亚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
2021年 3月 24日

关于开展“殡葬公众开放日”
活动的公告

3 月 23日是东京奥运会开
幕倒计时 4 个月的日子，伴随
禁止海外观众和志愿者入境政
策的推出以及日本国内紧急状
态的解除，人们已经可以依稀
看到东京奥运会的雏形。同
时，由于全球疫情形势的不确
定性，东京奥运会在防疫方面
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

日本方面最终做出了禁止
海外观众入境的决定，并在 20
日的五方会议上通知了国际奥
委会。可以说，这是自奥运会
去年 3 月被推迟后，日方作出
的影响面最大的决策。因为这
一禁令，将有近 100 万购买了
奥运会和残奥会门票的海外观

众无法现场观看比赛。
两天后，东京奥组委再次

证实，除了少数拥有特殊技能
的人之外，近万名海外志愿者
也无法入境日本服务奥运会。

连续两道禁令，仿佛让奥
运会回到了很多年前交通不便
的年代。加上东京奥组委此前
宣布的一系列简化措施，诸如
取消奥运村里的升旗仪式、削
减各代表团规模、减少开幕式
入场人员数量等，东京奥运会
将注定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奥运
会。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
也提前给人们打了预防针：“在
很多方面，东京奥运会将与往

届奥运会完全不同。”
当然，为了安全，一切限制

措施都是无奈之举。如同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说：“我们的
每个决定都必须以安全为第一
原则。”

21 日午夜，日本政府解除
了东京都及其周边地区的紧急
状态，东京奥组委也公布了详
细的火炬接力方案。25日，东
京奥组委将在福岛灾区举行火
炬传递开幕仪式，命运多舛的
圣火传递将终于开启 121 天、
遍及全国 47 个都道府县的征
程。

紧急状态后的疫情发展和
火炬传递是否造成新冠病毒

传播，将为 4 月底出台的本土
观众政策提供重要参考。自
去年 7 月以来，日本的足球和
棒球联赛始终允许观众入场，
单场比赛观众最多时甚至超
过两万人。但即使在日本国
内疫情最严重时，体育比赛也
未造成大规模的感染事件。
凭借这些经验，已经有内部消
息说，日本政府将允许奥运会
赛场容量半数的本土观众入
场，每场上限两万人。若果真
如此，东京奥运会的整体画面
将更加清晰。

虽然对于奥运会如期举办
的乐观情绪不断攀升，但防疫
挑战依然严峻。世界很多国家

和地区的确诊病例依然居高不
下，日本防止第四波疫情的压
力也很大。东京都知事小池百
合子和其他拥有奥运会场馆的
千叶县、埼玉县的知事22日都
发出警告，希望所有市民继续
保持警惕，防止疫情反弹。

4 月 10 日，奥运会第一项
测试赛水球比赛将开启，这次
比赛不会有国际选手参加。对
于奥组委真正的考验是4月23
日开始的国际泳联世界杯跳水
赛，这项比赛将成为奥运会比
赛的预演。也就是说，到奥运
会倒计时 3 个月时，人们将开
始感受到东京奥运会的气氛。

（新华社东京3月23日电）

东京奥运会：

倒计时4个月 雏形乍现 挑战依旧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新华社马德里 3 月 22 日电
据多家西班牙媒体报道，目前执
教皇家社会预备队的前拜仁球
员、西班牙国脚哈维·阿隆索将
于本赛季结束后重回德国，执教
德甲门兴格拉德巴赫队。

现年39岁的阿隆索是西班牙
队世界杯夺冠阵容成员。2017

年他在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退
役，随后曾担任皇马青年队主教
练。阿隆索作为皇家社会队主教
练的合同将于今年夏天到期。

门兴格拉德巴赫俱乐部尚未
确认与阿隆索签约的消息。球
队现任主教练马尔科·罗斯将在
赛季结束后执教多特蒙德队。

新华社成都 3月 23 日电（记
者 陈地 张寒）23 日，2021 年成
都香投集团杯第十四届全运会
乒乓球赛资格赛在成都市中国
乒 乓 球 队 国 家 级 训 练 基 地 开
赛。首日比赛，包括刘诗雯、林
高远、朱雨玲、王曼昱在内的众
多国手悉数亮相。

据了解，此次资格赛设男团、
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
双7个项目，共有来自全国28支
代表队的近 300 名运动员参赛。
20 日至 21 日，经过两天体能测
试，所有运动员全部过关，均获
得参赛资格。

根据竞赛规程，2020 年全国
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团体前四名
的队伍直接进入全运会决赛阶
段。 2018 年、2019 年世锦赛，
2019 年团体世界杯，2019 年、

2020 年男女世界杯各项比赛前
三名的运动员，及资格赛前24名
的运动员进入全运会单打决赛
阶段。2020 年全国乒乓球锦标
赛团体赛前四名运动队的运动
员，若要参加决赛阶段单打和双
打比赛，仍需参加资格赛选拔，
获得单打直接晋级资格的运动
员若要参加决赛阶段双打项目，
同样需要参加资格赛，因此不少
国乒名将都将亮相双打赛场。

从本次资格赛报名情况看，
北京队马龙、丁宁，河北队孙颖
莎，黑龙江队王曼昱，上海队许
昕，广东队樊振东、林高远、刘诗
雯，四川队朱霖峰、朱雨玲等运
动员都将参加资格赛。23 日至
26日将展开单项比赛争夺，27日
至30日为团体比赛，中国体育直
播TV将进行网络直播。

本报讯（记者 袁永东）“这是什么
鸟啊？牡丹鹦鹉，实在太漂亮了。”3
月 22 日上午，“呵护环境，保护鸟儿
——艺镜文化走进校园”公益活动首
站在市第九小学举行，吸引上千名师
生前来观展。现场展出在海南生活
的百余种野生鸟类的照片，其中有多
种鸟属国家重点一、二级保护鸟类。

活动现场，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
有序排队，饶有兴趣参观摄影展，接
受鸟类知识科普，场面非常热闹。经

过科普后，同学们认为，鸟类可以担
当环境监测的哨兵，因为“环境好不
好，鸟儿先知道”。

提供影展素材的蒙明珠、高克华、
麦笃彬等 9名摄影师，系中国摄影家
协会和海南省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
协会会员。据介绍，他们走遍海南的
山山水水，拍摄到了许多令人感触很
深、生动美丽的画面，他们也发现，随
着近年来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一些一
度消失的鸟类又找到可以繁衍生息的

家园，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麦笃彬告

诉记者，10多年来，他一直坚持拍摄
三亚地区的鸟类活动，现已把拍摄范
围扩大到全国各地。希望通过举办
这样的公益图展，让三亚的师生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鸟类朋友，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爱鸟护鸟、
敬畏自然、崇尚万物、和谐共生的理
念，延伸到校园孩子的培育中。同
时，他还希望以本次摄影展为契机，

培养三亚人爱护环境、爱护鸟类的观
念，推动三亚市创文活动广泛开展，
让呵护环境的理念深入人心。

据了解，这次公益活动由市教育
局和市关工委共同举办，海南艺镜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在后续一个多
月时间将持续走进全市 10 所学校。
展览期间，各学校引导学生进行鸟类
知识普及，开展作文比赛等活动，呼
吁大家保护环境，共同守护鸟语花香
的家园。

▲ 3 月 22 日上午，“呵护环境，保护鸟儿
——艺镜文化走进校园”公益活动现场，同学们
兴致勃勃参观摄影展览。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三亚摄影师正在为同学们
讲解鸟类知识。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第十四届全运会
乒乓球资格赛成都开赛

“呵护环境 保护鸟儿”公益摄影展进三亚校园

爱鸟护鸟理念“霸屏”师生朋友圈

哈维·阿隆索
有望今夏执掌门兴教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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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近日，半月谈刊发《国产
电视剧掀起“耽改”热：“腐文
化”出圈，青少年入坑》一文，
关注时下盛行的“耽改剧”“腐
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引发
强烈反响。读者的热议显示，
大家普遍担忧网络“腐文化”
出圈后被过度营销会带来不
良影响。

事实上，耽美文化并不是
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小部分群
体很早就接触了耽美作品，早
期一直是以一个小众圈层的
样态存在。但近两年，随着大
家对耽美作品的关注度大幅

提高，在流量和资本的双重推
动下，大量“耽改剧”涌现，耽
美 文 化 逐 渐 演 变 成 了“ 腐 文
化”出圈，甚至被很多青少年
非理性追捧，带来一些不良影
响。正如有评论称：需要警惕
的并不是耽美文化本身，而是
一些公司在尝到甜头后为迎
合市场需求对“腐文化”进行
无底线炒作和过度消费。

就耽美作品本身来说，一
直以来都有其受众群体，他们
的 审 美 和 需 求 应 当 被 尊 重 。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作品的
部分内容并不适合被价值观

尚 未 成 熟 的 青 少 年 群 体 观
看。面对群体和需求差异，有
关部门应该对这类作品实行
分级，既可以保护青少年群体
不被错误影响，也可以满足部
分小众群体的审美需求。对
那些接触到这些作品的青少
年，老师和家长也应该及时加
强引导，一方面提高他们的分
辨能力，让他们认识到作品和
现实之间的不同；另一方面，
也需要探索引入相关教育内
容，加强正面引导，让青少年
在健康的道路上成长奔跑。

不容忽视的是，“腐文化”

出圈后大行其道的严峻现实，
亟待引起全社会的警惕与重
视。客观而言，很多耽改剧作
品立意并不是去正面积极地
引导和展现耽美文化，而只是
为了博眼球设定相关的噱头，
目的都只是为了“卖腐”。不
少“耽改剧”剧情设定逻辑混
乱，更有甚者，为吸引眼球、满
足粉丝“口味”，一些影视剧公
司还强行营销“男男 cp”，进行
绑定宣传和尴尬互动，打擦边
球树立人设，无底线消费“腐
文化”。这些不良营销不仅损
害了耽美受众群体本身的利

益 ，更 扰 乱 了 网 络 环 境 和 秩
序，对很多偏激言论的放任更
是直接冲击和影响了主流价
值观，这些恶劣影响必须引起
重视和监管。

需要看到的是，对“耽改
剧”进行监管并不是说要对相
关作品“一刀切”完全打压，优
秀的耽美作品应该受到尊重，
在 市 场 上 也 应 有 一 席 之 地 。
但尊重不代表放任，而是要通
过管理和引导使其尽快走入
规范化，抵制噱头炒作回到内
容本身，以更加正面积极的形
态出现在大众视野。

由李少红执导，演员刘涛、周
渝民领衔主演的 61 集古装电视
剧《大宋宫词》日前在爱奇艺、腾
讯等平台播出，连通古今视角，
徐徐展开清丽淡雅的宋朝社会
风情画卷。

该剧以北宋时期“咸平之治”
与“仁宗盛治”为历史背景，以章
献皇后刘娥（刘涛饰）辅佐宋真
宗赵恒（周渝民饰）励精图治、扩
疆兴业的奋斗故事为主线，折射
出一千年前的时代风云变幻。

在带领观众走进“东京华梦”
的同时，该剧融入“女性职场生
存现状”“女性力量”等现代议
题，讲述了一段别开生面、古今
辉映的大宋“创业”故事。

多年前，李少红导演的电视

剧《大明宫词》以独特美学风格，
为观众所称道和铭记。

据介绍，为将宋朝的繁荣昌
盛和市井气息原汁原味展现在
观众面前，李少红及其拍摄团队
特意参看了《汉宫春晓图》《听琴
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大量古画
名画，并深入金明池、大相国寺、
繁塔等名胜取景，还专门请来宋
史研究专家，从宫殿样式到幔帐
颜色，从人物发型到内衣外袍，
力求每个细节都准确无误。

导演李少红表示，该剧通过
塑造人物群像来展现时代文化风
貌，让更多观众感受到北宋名臣
文人的文治精神；同时，希望年轻
人在此间领略中国人文历史风
采，增加民族自豪感。 （新 华）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23 日电
（记者 王君宝）23日，2020-2021
赛季全国速滑锦标赛在哈尔滨
收官，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
宁忠岩在当日比赛中收获3枚金
牌。

本次全国速滑锦标赛短距离
全能比赛，选手需要分别进行两
次 500 米比赛和两次 1000 米比
赛，四次比赛总成绩为短距离全
能比赛的总成绩。

在 23 日进行的男子短距离
全能 500 米第二次比赛中，宁忠
岩、沈阳体育学院的杨涛、吉林
的徐钰童分别获得前三名。新
疆的田芮宁、吉林的金京珠和石
晓璇分别夺得女子短距离全能
500米第二次比赛前三名。

当日，来自黑龙江的三名队
员宁忠岩、陈恩学、徐富还包揽
了男子短距离全能 1000 米第二
次比赛的冠亚季军。女子短距
离全能 1000 米第二次比赛的金
银铜牌分别被吉林的赵欣、黑
龙江的殷琦、吉林的金京珠摘
得。

宁忠岩和田芮宁也凭借出色
发挥分获男、女短距离全能总成
绩第一名。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滑冰协会
主办，黑龙江省体育局承办，为
期四天，有43支队伍的 221人参
赛。3月27日至30日，在黑龙江
省速滑馆还将举行 2020-2021
赛季全国速度滑冰冠军赛。

全国速滑锦标赛收官

《大宋宫词》网上热播
重现宋朝社会风情画卷

“耽改剧”盛行？
警惕对“腐文化”进行无底线炒作和过度消费

半月谈评论员 秦黛新

《
大
宋
宫
词
》
海
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