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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广场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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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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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飞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422827199708242019，
有效期限：2015.07.13-2025.07.13，现声明作废。
★海南明吉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CHY276）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 三 亚 市 住 房 保 障 管 理 中 心 遗 失 发 票 章（编 号:
124602005892561559） 、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号 ：
4G020000066375），现声明作废。

★三亚吉阳洪锡文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户遗失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车号：琼 B16921，证号：
460203001217，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正式对公众开放参观

新华社香港7月 3日电（记者 黄茜恬）香港故

宫文化博物馆3日正式对公众开放参观，展出从故

宫博物院藏品中精选出来的逾900件珍贵文物，其

中包括166件国家一级文物，为观众讲述中国的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据悉，截至7月 2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幕

展前四周的约14万张门票，已售出约八成半，当中

包括超过37000张特别展览门票，占可供出售特别

展览门票的九成半。另外，7月份所有星期三免费

参观时段均已预约满额，涉及超过11000张免费门

票。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在开馆仪式上表示，相信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开

幕将让西九文化区整体发展踏上新台阶，也相信未

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会利用香港自身独特的文

化优势，讲好中国故事。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主席陈智思表示，

热切期待迎接香港、内地以至世界各地的访客，一

起在这座宏伟而典雅的博物馆观赏故宫博物院的

文物，体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风采。

新华社伦敦 7月 2 日电（记
者 张 薇)女单世界第一斯维亚
特 克 的 连 胜 纪 录 2 日 停 在 37
场。21 岁的波兰姑娘连输两盘
败给法国老将科内，止步温网
32 强。以男单 2 号种子身份出
战的纳达尔兵不血刃，直落三盘
横扫意大利人索内戈。

2 日，斯维亚特克迎来第 15
次征战温网的科内，全场处于被

动，很快以4:6、2:6败下阵来。
去年止步16强，今年则更早

一轮回家，斯维亚特克的草场大
满贯之行显然不如她两夺冠军
的法网红土场之旅如意。她赛
后坦言，自己在草场上还是没能
找到感觉，甚至是感到困惑。

“这个赛季以来我打得越来
越有侵略性，这让我非常得心应
手。但在这里我控制不好球，只

能稍微慢一点。”斯维亚特克无
奈地表示，草场上一切都发生得
太快，落后的时候她不知道该如
何调整。“一般我反败为胜都是
因为我有所计划，知道该做出什
么样的变化，但在这里我不知道
该怎样变，我很困惑。”

同样更擅长红土的纳达尔
则凭借丰富的经验继续在草场
顺利“航行”。这位 36 岁的西班

牙人仅用时 2 小时 5 分钟，就以
6:1、6:2 和 6:4 送走 27 号种子
索内戈。“这是我温网开始以来
打得最好的一场比赛，比之前有
了很大进步。”纳达尔说。“我打
得更有进攻性，上网次数也很
多。”

澳大利亚名将克耶高斯和
希腊 4 号种子齐齐帕斯的比赛
则“热闹非凡”，喋喋不休的克耶

高斯把齐齐帕斯折磨到失态，后
者为泄愤不仅曾把球打向观众
席，而且还直接瞄准过克耶高
斯。最终拿下首盘的齐齐帕斯1:
3告负，送后者打进温网第二周。

另外，中国新秀郑钦文以 0:
2 不敌哈萨克斯坦的 17 号种子
莱巴金娜，继张帅之后止步 32
强。第二周的单打赛场将没有
中国球员身影。

斯维亚特克惨败 纳达尔顺风晋级

新华社伦敦 7月 2 日电（记
者 张薇)一场超过 4小时的男单
比赛，让等待上场的郑钦文有些
准备不足。2 日不敌 17 号种子
莱巴金娜、止步温网女单 32 强
后，中国新秀坦言候场时长超过
预期，如果比赛能重来，她只想
赛前多吃点以保持体力。

当日，郑钦文的比赛被排在
第二场。而 11 点开始的第一场
比赛两位男单选手打满 5 盘，4

小时 15 分后才结束战斗。“一开
始我也没想到前面一场比赛时
间会那么长，所以中午吃饭也没
有吃那么多。”19 岁的郑钦文赛
后说。结果，她在场上“精神没
有那么充沛，没有前两场那么充
满活力，感觉发挥也就不那么
好”。

发球本来算强项的郑钦文
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中就出
现两个双发失误。而整场比赛

她的双发失误达到 10 个，足足
是哈萨克斯坦对手的两倍。不
过，中国小将始终没有手软，一
直在试图通过调整改变局面。
第一盘，她在先遭遇破发的情况
下努力回破得手，但在“抢七”局
以 4:7 落败。第二盘第二局她
逼出 5 个破发点终于兑现，但接
下来的发球局又因为双发失误
葬送了优势。5:5 平后，莱巴金
娜连破带保 7:5 拿下，连续第二

年打进温网16强。
“ 其 实 比 赛 中 我 有 很 多 机

会，还是怪自己没有把握住那么
多的破发点，包括第二盘在领先
的情况下没有在自己的发球局
保持足够的专注。”郑钦文总结
说。

第一次温网之行就此结束，
郑钦文感受到比赛还会受到很
多其他细节的影响。“我确实感
受到了（细 节 的 重 要 性），如果

说今天这场比赛细节没做到位，
那就是赛前食物补充量不够。
我在场上有一段时间感到饥饿，
没有那么多能量去完成比赛。”
她说。

虽然成绩逊于法网时的 16
强，但郑钦文还是从温网赛场收
获了希望。“虽然我的发球有起
伏，但通过训练改进一下，让发
球更稳定，那我觉得我在草地也
蛮有优势的。”

郑钦文 如果能重来 只想赛前多吃点

温网综合

中国三人篮球国家队
出征亚洲杯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记者 曹奕博 林德韧）
中国三人篮球国家队消息，队伍在结束了世界杯比

赛之后于奥地利进行了短暂的训练调整，并于3日

启程前往新加坡参加 7 月 6 日至 10 日举行的三人

篮球亚洲杯。

三人篮球男队将于7日对战同在资格赛H组的

汤加队和斯里兰卡队，如果能晋级正赛，将会落位

到东道主新加坡所在的C组。

女队此前提前获得正赛资格，将于 9日在两场

小组赛中分别迎战资格赛胜者和澳大利亚队。

国家队本次参赛队员相比世界杯时做出了调

整，将侧重锻炼新人和磨合队伍。以下为三人篮球

国家队出战亚洲杯阵容：

男队：刘泽一（10 号）、吕俊虎（27 号）、赵嘉仁

（9 号）、赵嘉义（20 号）；

女队：王丽丽（23 号）、张芷婷（10 号）、黄琨（18
号）、罗欣棫（19 号）。

羽生结弦暗示不会退役

新华社东京 7月 3日电 日本花样滑冰名将羽

生结弦日前暗示，他本赛季会继续争取好的成绩，

这相当于侧面回应了关于他退役的传言。

据共同社报道，羽生结弦在日本滑冰协会网站

上简短留言说：“本赛季我仍然会竭尽全力，争取更

高的目标。”

羽生结弦在2014年和 2018年冬奥会上连续两

次赢得男子单人滑冠军，他在北京冬奥会上仅名列

第四。5月 27日，羽生结弦在日本千叶县幕张体育

馆参加了一个表演赛，这是他在北京冬奥会后首次

在冰场上公开亮相。不过，他在表演后没有发表任

何关于是否继续花滑生涯的言论。

中国男篮世预赛末节崩盘
再负澳大利亚

新华社悉尼7月 3日电（记者 郝亚琳）2023年

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 3 日在澳大利

亚墨尔本继续举行，中国队在前三节和澳大利亚队

战得难解难分的情况下，第四节崩盘全队仅得 3

分，最终以48:71告负。

中国队三天前同澳大利亚队的首场交锋中，以

69:76 惜败于对手，但凭借之后对阵中国台北队的

胜利，中国男篮已经小组出线进入预选赛下一阶

段。

赛前，中国队主教练杜锋表示，新一届男篮的

锋线还是比较薄弱，多名球员的伤病让锋线压力也

比较大，但在首场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中，队员

们的斗志和拼搏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当天再战澳大利亚，中国队首发派上顾全、周

琦、赵睿、郭艾伦、胡明轩。相较于两队前一次的交

手，中国队球员们对澳大利亚队的打法明显更为熟

悉和适应，第一节尾声阶段，王哲林的“打三分”和

朱俊龙的防守篮板，帮助中国队以18:16领先结束

首节。

第二节开始后，澳大利亚队加强了防守，中国

队进攻多次受阻，出现了一些失误，半场结束澳大

利亚以30:29领先。第三节比赛场面更加胶着，双

方的防守都给了对方更多的压迫感，两队交替以微

弱优势领先，战成45平进入最后一节。

澳大利亚队第四节开局后打出一波 14:0 的高

潮，中国队的进攻则全面“哑火”，对手三分球频频

命中将分差越拉越大，让比赛失去了悬念。

杜锋赛后谈到了球队末节崩盘的问题，他说：

“可能大家体能下降，进攻中的选择判断出现了很

多不必要的失误，退防也不够明确，让对手投了一

些空位三分球。这场比赛有点可惜，作为一支年轻

队伍，大家如果可以再坚持（一下），挺一挺，队伍

的成长和进步就是不一样的状态。”

王哲林本场拿下中国男篮全队最高的12分，也

是全队唯一得分上双的球员。

澳大利亚队主教练布莱恩·戈尔在赛后表示，

中国队本场的防守很有针对性，他一直在担心本队

怎么才能得分，直到末节队员们的外线投篮命中

时，比赛才变得轻松起来。

中国男篮 4日将再战中国台北队，这也是世预

赛第三窗口期中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

世锦赛第一次参加三米板
项目就拿冠军

这是陈艺文第三次出征世锦赛，但是第
一次参加三米板项目的比赛。此次夺冠，是
陈艺文第二次夺得世锦赛冠军，上一次夺冠
是在2019年韩国光州游泳世锦赛的一米板
项目。

陈艺文的父亲是海南本地人，母亲是广
东湛江人，一家人生活在海口。陈艺文
1999年在海口出生，不到9岁就离家赴广东
受训，开始了她的跳水生涯。

陈艺文的母亲孙女士说，女儿比赛时已

是海口的凌晨，但全家人依然准时守在电视
前观看直播，“夺冠后，艺文第一时间联系了
我们，表达了她的喜悦和激动。她告诉我
们，没拿金牌前感觉压力挺大，现在比完了，
一下子放松了很多。”

从小对体育感兴趣，偶遇冠
军教头练跳水

孙女士介绍，陈艺文从小就对篮球、跑
步、轮滑等体育项目非常感兴趣。2008年，
孙女士带着8岁多的陈艺文回湛江过年，恰
好遇见娘家邻居——时任广东省跳水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吴国村与湛江赤坎跳水队总
教练、奥运会跳水冠军劳丽诗和何冲的启蒙
教练钟权生。

孙女士询问钟权生，能不能让艺文去学
跳水。钟权生一开始有些犹豫，因为一般情
况下，小朋友学习跳水的最佳年纪是6岁左
右，而陈艺文当时已经 8 岁。但是，吴国村
建议陈艺文可以一试，因为她的身体条件很
好。于是，陈艺文便开始了她的训练生涯。

全红婵是她小师妹，两人形
影不离

学习跳水后，为了方便训练，陈艺文将
头发剪短，并一直保持到了今天。专业的跳
水训练非常辛苦，每一份成绩和荣誉的背
后，都是流不尽的汗水和数不清的伤痕。

说起女儿这些年训练受过的苦，孙女士
满是心疼，“艺文在湛江训练时寄宿在阿姨
家，每当看到其他队友回家，她就非常想念
父母，经常哭着给家里打电话。”为了安抚女
儿，孙女士和丈夫每个月都会到湛江看望艺
文。由于常年训练，陈艺文的身上小伤不
断，到处是淤青，孙女士每次看了都心疼得
直掉眼泪。

在孙女士的微信朋友圈中，一张照片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照片上，陈艺文搂抱着娇
小可爱的全红婵，两人亲密无间。据介绍，
全红婵是陈艺文的小师妹，两人的跳水之路
都是从湛江开始的。去年陕西全运会的跳
水女子团体比赛中，陈艺文和全红婵等搭档
参赛，为广东女队夺冠立下头功。而在平时
没有比赛的时候，陈艺文几乎和全红婵形影
不离。

夺冠后第一时间与家人分
享喜悦，不忘叮嘱父母早休息

成为跳水运动员后，陈艺文取得了不少
佳绩。2017 年，陈艺文正式成为国家跳水
队队员。进入国家队后，陈艺文对自己的要
求越来越高，辛苦加练成了家常便饭。2018
年 6月，陈艺文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世界冠军——第 21届国际泳联跳水
世界杯男女混合全能冠军。

2019 年对陈艺文来说，是丰收的一年，
先后获得国际泳联世锦赛跳水女子一米板
金牌、国际泳联跳水大奖赛第七站（澳大利
亚黄金海岸）女子三米板项目冠军。

对于陈艺文来说，没能参加东京奥运会
是一种遗憾。但在去年 5月初的 2021 跳水
世界杯暨东京奥运会资格赛上，陈艺文在女
子三米板决赛及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获
得冠军。赛后，陈艺文开心地拿着两块金牌
拍照留念，并第一时间与父母分享了这份喜
悦。

“我们全家都守在电视前观看这次比
赛，她的每一次出场都牵动着我们的心。这
次夺冠，也是她自己不断努力的结果。”孙女
士说，看到艺文获得冠军，全家人都十分高
兴和激动，“艺文也第一时间在微信家族群
里分享了她夺冠的消息，还叮嘱我们早点休
息，不要熬夜。”

作为跳板选手，今年 23 岁的陈艺文年
龄不算大，她的家人充满期待，希望她在跳
板项目上稳步前进，通过科学积极的训练，
争取成为国家队跳板主力，出站巴黎奥运会
为国争光。

（据新华社等）

咱海南姑娘陈艺文，

陈艺文/昌雅妮出战女子双人 3 米板决赛。新华社发

站在领奖台上的海南姑娘陈艺文（中）。

2022 国际泳联世锦赛跳水女子双人 3 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
艺文/昌雅妮发挥稳定，夺得冠军，这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世锦赛上
斩获的第 12 枚金牌。此前在北京时间 7 月 3 日凌晨，跳水女子单人
3 米板决赛中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海南姑娘陈艺文以 366.90 分的成绩
夺得冠军，这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世锦赛摘得的第 11 枚金牌。

世锦赛双冠！
是全红婵师姐，没有比赛时两人形影不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