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李正蓬 校对：李兰文体新闻8 2021年 5月 1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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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车帮主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遗失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运输证号:
460200201927号，车牌号：琼BEF220,现声明作废。
★三亚八十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三亚夏甜甜品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4602001472387，现声明作废。
★吴合庆遗失记者证，编号：B46003166000049，现声
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报料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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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创意新城

--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17 日 16:00 至 18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5 38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3 42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北京 2022 冬奥会将是历史
性的，是第一次一个举办过夏季奥
运会的城市来举办冬奥会。虽然
新冠疫情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我们
相信中国会完成一次像 2008年奥
运会一样成功的盛会”，巴西奥委
会体育部主任乔治·比沙拉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这样表示。

比沙拉说：“因为疫情，现在我
们与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
的会议都是视频的，但我们能够感
到北京的准备工作非常到位，场馆
几乎都已经完工，并且具备比赛条

件。巴西奥委会非常珍惜去参加
北京冬奥会的机会，我们正在与巴
西冰雪运动联合会一起，希望能够
给运动员更多支持，让他们顺利参
赛。”

比沙拉介绍说，北京 2022 将
是巴西代表团第九次参加冬奥会，
巴西在参赛人数和项目上都会比
往届多，会参加越野滑雪、高山滑
雪、花样滑冰、速滑、冰壶等项目。

作为大部分国土都在热带的
国家，冬季项目的训练对于巴西来
说是挑战。比沙拉说：“很多巴西

运动员都居住在他们进行冬季项
目训练的地方，也就是说训练和比
赛一般都在国外。也有一些通过
交流项目到美国、智利和欧洲一些
国家训练的运动员，在巴西国内运
动员通常进行一些配合性的训
练。”

巴西奥委会为运动员的备战
创造尽量好的条件。比沙拉说：

“在运动员的筹备方面，巴西奥委
会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
为所有运动员准备好训练设施，在
里约热内卢的训练中心安装了最

先进的体育设施并保证卫生安全，
供运动员使用；二是在全球范围内
为运动员的训练、交流和比赛寻找
更好条件的场地。”

比沙拉表示，去年因为巴西国
内疫情严重，巴西奥委会将 24 个
项目的 238 名运动员派到国外去
训练，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冬奥
会方面也在积极帮助运动员寻找
到国外交流的机会。

虽然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结
束还需时日，但比沙拉对北京冬
奥会非常有信心，他说：“巴西奥

委会相信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
委会都会采取必要的防疫措施来
保证赛会的安全，我们也将遵守
所有制定的规则，并且做好自己的
防护。”

比沙拉说：“在防疫方面，巴西
奥委会为今后的大型赛事都制定
了计划，成立了一个 4 人医疗小
组，包括两名流行病专家，每天都
会讨论疫情的发展情况，并据此指
导巴西奥委会制定相关防疫法
规。”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17日电）

新华社伦敦 5 月 17 日电 混双冰壶世锦赛 17
日在英国阿伯丁开赛，中国队选手杨莹/凌智 3:11
不敌美国组合。

20对组合分成两组展开较量。杨莹/凌智在B
组的首个对手是美国组合，结果两人开局不利，第
一局即以 0:3 落后。接下来两局，美国队继续得
分，将领先优势扩大到6:0。杨莹/凌智虽然利用边
区占位在第四局拿下 3分，但随后两局依然是美国
队更胜一筹，中国组合最终以3:11告负。

同组的上届冠军瑞典队迎战芬兰队，尽管被对
手率先得分，但后来居上以8:4胜出。

A 组中，捷克、加拿大、德国等队实现“开门
红”。

北京冬奥会上将有 10个队伍参加冰壶混双项
目较量，除东道主中国队外，有 7 支队伍将通过本
次世锦赛获得直接晋级冬奥会的资格。未能通过
世锦赛晋级的队伍今年晚些时候将再度展开比拼，
争夺最后两张入场券。

混双冰壶世锦赛

中国队首战告负

巴西相信北京2022将是一次成功盛会
——访巴西奥委会体育部主任乔治·比沙拉

新华社记者 赵焱 陈威华
新华社石家庄5月 18日电（记者 王鹏）“百部

经典影片献礼建党百年”系列宣传展映活动18日在
河北保定举行。活动展映了影片《野火春风斗古
城》，向红色经典致敬。

当天的活动上，著名表演艺术家、《野火春风斗
古城》主演王晓棠在当年影片取景地驻足合影，并
分享出演影片的感受。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
长明振江介绍了红色经典电影的创作生产情况。

河北省电影局局长史建伟表示，我们要以展映
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红色电影的宣传教育作用，
通过致敬经典、学习观摩，把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
入，通过展映让经典电影焕发新的艺术魅力、迸发
新的时代光芒。同时，也将深入挖掘河北丰厚的红
色革命文化资源，持续打造电影精品。

据介绍，“百部经典影片献礼建党百年”系列宣
传展映活动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出
版集团、“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共同主办。活动也将
编写出版图书《海报里的百年风华》，面向全国 30
余所高校征集具有新时代精神、新时代元素的“老
电影、新海报”。此外，还将举办“时光放映厅”系列
活动，在 10 个省会城市展映带有重要历史节点意
义的经典影片，在 20 个城市以流动放映车形式开
展沉浸式体验及放映，并录制《华夏电影大讲堂》，
在校园院线开展公益放映活动。

“百部经典影片献礼建党百年”
系列宣传展映活动
致敬红色经典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18 日电（记者 施雨岑）
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
博物馆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广泛影响的情况下，
2020年度我国博物馆推
出陈列展览 2.9 万余个、
教育活动 22.5 万余场，
接待观众 5.4 亿人次，网
络观众数以亿计。

18 日，2021 年“5·
18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
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在首
都博物馆举办。文化和
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
物局局长李群表示，我
国博物馆体系布局不断
优化，“十三五”以来我
国平均每 2 天新增 1 家
博物馆，截至2020年底，
全国备案博物馆 5788
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
博物馆达 1224 家，类型
丰富、主体多元的现代
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

2021 年“5·18 国际
博 物 馆 日 ”的 主 题 是

“博物馆的未来：恢复
与重塑”。“这一主题不
仅聚焦于博物馆在理念
机制、运营发展、技术

手段等方面的思考，也关乎后疫
情时代，博物馆如何在社会、经
济、环境等多方面挑战下，寻找
新定位，探索新模式，作出新贡
献。”李群说。

开幕式上，2021 年度“最具
创 新 力 博 物 馆 ”和 第 十 八 届
（2020 年 度）“全国博物馆十大
陈列展览精品”获奖名单揭晓，

“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
成果展”开幕。全国各地按照国
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开展数千
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
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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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德里 5月 18日电 据当地媒体报道，
由于膝盖需要接受治疗，效力于西甲巴塞罗那俱乐
部的德国门将特尔施特根17日宣布，他将无缘今夏
的欧锦赛。

德国队与法国队、葡萄牙队和匈牙利队被分在
欧锦赛F组，特尔施特根在队内目前是诺伊尔的替
补。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已经和俱乐部医疗
团队一起决定，对自己的膝盖进行治疗。因此我无
法随德国队参加本届欧锦赛，我只能以球迷身份来
支持德国队，希望我们能赢得冠军。”

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前一天，特尔施特根参加了
西甲第 37 轮的比赛，巴塞罗那主场 1:2 负于塞尔
塔，退出了争冠行列。

自 2012 年以来，特尔施特根共为德国队出战
25场比赛，其中大部分是友谊赛。他最近一次代表
德国队出场是今年 1:2 爆冷输给北马其顿队的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

德国门将特尔施特根
无缘欧锦赛

据新华社日内瓦 5月 17 日电 据国际足联 17
日消息，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发展主管温格在非洲足
联执委会会议上表示，计划于 8月推出在线青训培
训课程。

会议上发表了历时14个月调研出炉的《国际足
联全球报告：给天才球员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
该报告认为，由于规划、教育、基础设施和财政资源
不足等因素，全球范围内大量有天赋的足球运动员
仍然没有被发现。

温格解释说，以 U16 级别的球员为例，在欧洲
最好的足球学院，他们每年大约有 200 次训练、45
场比赛。而在组织比赛和训练课程不足的国家和
地区，球员的起步就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没有理想条件不是缺少球员的理由，愿意培
养球员的教练总能找到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足够
的比赛，可以通过提高训练质量来弥补。”温格说。

国际足联将提供一个新的在线资源，为各协会
提供即时的实际援助，以改善全球各地青少年足球
的发展状况，实现足球教育资源平衡。

国际足联
计划8月推出青训在线课程

5 月 18 日 ，北 京 西 二 旗 小
学学生在介绍用各种装饰材料
拼贴出的故宫太和殿作品。

当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故
宫博物院宣教部在太和门广场
举行馆校合作教育成果展示，
集中展示与各类学校综合实践
课程和艺术创作合作成果。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
5 月 18 日是“ 国际博物馆

日”。三亚市博物馆推出一

系列活动，向市民普及相关

文物和地方风物的鉴别知

识。其中鉴宝专家免费鉴定

藏品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

当日上午，专家共鉴定了瓷

器、玉器、书画、杂项共计40

余件，让市民大开眼界的同

时领略了一把文物的独特魅

力。

当天一大早，就有市民

带着藏品来到市博物馆活动

现场排队等候。刘女士拿着

一件雕花瓷盘说，这是朋友

赠送的，一直不知真假，特意

来请专家看看。经专家鉴

定，这个雕花瓷盘是现代仿

品，并且还是海外生产的，虽

然有些失望，但刘女士还是

表示感谢。

张先生是位小老板，他

从兜里掏出一些铜钱，请鉴

宝专家刘亭亭鉴别。张先生

说，这是他早些年从路边摊

上收集到的。经过一番辨

别，刘亭亭告诉张先生，这些

古钱币大部分都是仿品。

刘亭亭介绍，古钱币的

鉴定需要看铜质、观锈色、看

铸币铭文、听声音、观版别、

闻气味。

据了解，本次鉴宝活动，

市民带来的藏品以瓷器、玉

器、银器为主，经过专家鉴

定，多数“宝贝”为仿制品。

专家建议市民要多学习，提

高文物鉴赏水平，购买时一

定要擦亮眼睛，不要随便出

手。

活动现场，还有不少市

民在一旁观摩学习。“一直对

文物感兴趣，本次活动不仅

让我了解到很多文物保护知

识，还提升了我在文物传承

方面的意识，没有白来。”市

民蒲先生说。

三亚：专家免费为市民鉴宝

◀专家在为市民群众免费鉴定藏品。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贵州：走进六枝记忆
5 月 18 日，观众在六枝记忆·三线建设博物馆内参观。
当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的

六枝记忆·三线建设博物馆吸引不少观众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关注国际博物馆日·

5 月 18 日，观众在观赏展厅里的古瓷器。
当日，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面向公众试运营，近 800 件（套）从

明清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修复而成的珍贵文物展出，其中包括
明成化年间的半成品斗彩鸡缸杯、明宣德年间的青花行龙纹蟋
蟀罐、明正统至天顺年间的青花如意头形枕等。

新华社记者 黄和逊 摄

新华社罗马 5月 17 日电 为备战即将开打的
欧洲足球锦标赛，意大利队 17日公布了一份 33人
初选名单，球队将于24日在科维恰诺训练基地展开
集训。

在这份大名单中，尤文图斯老将基耶利尼、巴黎
圣日耳曼中场维拉蒂悉数在列，但AC米兰的三位
球星托纳利、卡拉布里亚和罗马尼奥利并不在其
中。此外，效力于切尔西队的若日尼奥和埃莫森由
于要备战欧冠决赛，暂未得到主教练曼奇尼的召
唤，球队最终26人名单将于6月初公布。

按照计划，“蓝衣军团”会分别与圣马力诺队、
捷克队进行热身赛。6月 11日，意大利队将坐镇主
场罗马，迎来欧锦赛的首个对手土耳其。

意大利队公布欧锦赛初选名单

故宫展示
馆校合作
教育成果

北京

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试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