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东京5月13日电（记者 王子
江 姜俏梅）日本首相菅义伟13日重申了
东京奥运会将如期举办的决心，不过日
本政府新冠专家小组负责人尾身茂在国
会表示，他无法确定奥运会能否举行。

菅义伟是当天在首相府会见千叶县
知事森田前时作上述表示的，据日本放
送协会（NHK）报道，两人在会谈时谈到
了奥运会能否举行和疫苗接种的问题，
森田前在会见后向记者透露，他向首相
询问了奥运会能否举办的问题，得到了

肯定的答复。
“我认为首相会如期举办奥运会。”

森田前说。千叶县是东京之外奥运会场
馆最多的地区之一，击剑、摔跤、冲浪和
跆拳道比赛都将在千叶县举办。

1990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曾担
任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主任的尾身茂当
天在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发言时说：

“我本人无法判断奥运会是否应该举行，
我也不应该决定是否应该举办奥运会。”

尾身茂还说，他也无法判断到本月

底，日本多个地区的紧急状态是否应该
解除，他说现在只能要求公众更多地配
合，尽力控制感染。

不过，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前干事长
细田博之当天表示，现在应该在“竭尽全
力防止感染的情况下，为东京奥运会做
准备”。

曾经担任过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
的细田博之在自民党的一次会议上表
示：“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希望奥运会
停办，但我希望奥运会能够以某种方式

取得成功。”
细田博之还说，日本有举办奥运会

的成功经验，如果这次的东京奥运会无
法举行，对于全体国民来说，造成的社
会、经济和心理的打击将极为巨大。因
此，日本应该采取最大努力，在防止疫情
的情况下保证奥运会的成功。

自民党现任干事长二阶俊博上个月
曾表示：“如果因为举办奥运会导致病毒
传播，我不知道举办奥运会还有什么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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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菅义伟重申
奥运会将会如期举办

医学专家说无法确定

本报讯（记者 成燕）2021 年恰
逢中国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100
年间，一个又一个考古大发现在河
南惊世而出。河南考古工作走过
了怎样的一段峥嵘岁月？分布在
河南各地的知名考古遗址有着哪
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明日上午，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将做
客郑州图书馆，现场为您解答。

据了解，本周六上午 9:30，由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院、省文物考古
学会、郑州图书馆等联合主办，河

南象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
“考古百年中原行”系列公众讲座
将正式启动。届时，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院长刘海旺将现场为您讲述
河南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现代考古
学的“摇篮”，以及新中国成立后
河南考古取得的那些辉煌成就。
据了解，即日起，想去现场听讲座
的市民可关注“郑州文旅云”免费
订票，去不了现场的市民也可于周
六上午 9:30 通过该平台观看同步
直播。

新华社南京5月13日电（记者
沈汝发）第 24届曹禺剧本奖新闻发
布会 12 日在南京举行，5 部获奖作
品揭晓。

这 5部获奖作品分别是话剧《三
湾，那一夜》（作者王宝社）、湖南花
鼓戏《蔡坤山耕田》（作者吴傲君）、
话剧《家客》（作者喻荣军）、昆曲《梅
兰芳·当年梅郎》（作者罗周）、歌剧
《尘埃落定》（作者冯必烈、冯柏铭）。

为鼓励剧本创作，本届曹禺剧
本奖特别设置了5部提名作品，分别
是话剧《记忆密码》（作者李亭）、京
剧《春秋二胥》（作者冯钢）、京剧《延

安往事》（作者宋洋、陈卓）、姚剧《童
小姐的战场》（作者黄先钢）、话剧
《沧浪之水》（作者毛剑锋）。

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是经
中宣部批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
国性戏剧剧本创作专业奖项，每两
年评选一次。

主办方表示，从全国报送作品
的情况看，本届曹禺剧本奖题材上
着重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建党百年”两个重大主题，剧种多
样化、地域分布广，老、中、青作者比
例相对均衡。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中国
画报出版社推出了由视典文化主编
的《日本制造：日式设计的独特之
道》，书中通过 6 位日本知名创意
设计师访谈、40家日本先锋设计工
作室、231 项各个领域日式前沿设
计作品，详尽展现日式设计的独特
之道。

在很多人心中，“日本制造”是
审美和功能结合的代名词。日本
当代知名的设计师将传统艺术、哲
学与当代设计融合在一起，呈现出
现代与传统并存的特点，创造了一
种颇具民族性的视觉文化艺术，并
凭借强大的国家认同感和专注性，
将其灵感运用在建筑设计、平面设
计、字体设计、工业设计等方面，使
他们的创意产品在全世界备受推

崇和模仿。
《日本制造：日式设计的独特之

道》前半部分是日本知名平面设计
师的访谈录，主要讲述其创作理念
及艺术风格，并针对设计行业提出
一些观点和建议；后半部分则是日
本设计团队作品展示，汇集展示了
231项目前日本各个领域的前沿设
计作品。

书中汇集了40位不同领域的日
本设计师及工作室作品，通过分析
其设计元素，展示日本当代设计艺
术。其中的作品从品牌标志、包装、
海报、书籍编排与装帧，到空间设
计、指示标志、大型活动展览会等，
再到插图艺术，充分表现了文化碰
撞设计，与历史、传统艺术和哲学的
相互融合。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由于与广
州队中超第一阶段最后一场推迟，
打完与重庆两江竞技的比赛之后，
河南嵩山龙门已经返回郑州。在前
四轮中超联赛结束后只收获到两场
平局的“不合格”成绩，这显然和球
队赛季前预期有着较大的差距。更
令河南球迷担心的是，王上源、钟晋
宝等主力被连续重罚以及外援图雷
等重伤，加上后防核心外援舒尼奇
红牌停赛，让嵩山龙门在联赛开始
就遭遇多重打击，如何化解目前的
危机和重拾信心，将是教练组接下
来面临的首要任务。

在开赛前谁也不会想到，联赛
仅仅打了4轮，嵩山龙门就陷入了极
为艰难的境地，特别是原本就因为
伊沃缺席而变得脆弱的中场更是备
受打击：王上源停赛 3场、钟晋宝停
赛5场，赵宇豪和马兴煜都是严重伤
病短期无法出场。能和周定洋搭档
双后腰的球员几乎都遭遇意外，哈
维尔只能内部挖潜从年轻球员中寻
找他们的替身了。此外，前锋图雷
跖骨骨折也要休养相当一段时间。
现在球队唯一的利好消息就是巴西
前锋卡兰加已经身在迪拜，回归有
望，但隔离政策外加恢复状态还需
要时间。

联赛第四轮，嵩山龙门同重庆
两江竞技的比赛，仅仅开场 4分钟，
图雷便在和对方的一次拼抢中受
伤，经队医紧急治疗后，图雷继续回
到场内，但到第16分钟时，难以坚持
的图雷被迫离场。赛后图雷确诊为
跖骨骨折，至少缺席两个月。

据业内专家介绍，跖骨骨折这
样的伤势，因人而异，恢复的时间也
长短不一。但一般情况下，也需要一
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方能愈合，随
后还需要康复、训练，真正达到上场
比赛的要求，还有更长的时间，这也
意味着，在中超联赛 6月 21 日重新
开赛的时候，图雷还难以出场。

根据赛程，国足的世预赛 40强
赛将于 6月 15 日结束，而中超联赛
将于 6月 21 日重新开赛，对目前排
名广州赛区倒数第一的嵩山龙门而
言，每场比赛都必须严阵以待，而球
队也必须利用好接下来的一个多月
的间歇期，总结教训、调整思路、提
升状态，等联赛战火重燃，就将进入
一个赛程密集的阶段，没有太多“喘
息”的空间。因此目前最为重要的
就是重拾信心，最大限度减少停赛
以及伤病带来的隐患和困扰，这也
是教练组需要解决且最为棘手的头
等大事。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足球U18组
预赛，12日在日照结束最后一轮的争夺，进入全运会该组决
赛圈八强的队伍全部产生，分别为：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山
东、四川、北京、陕西。河南青年女足以一胜一平两负的战绩
名列小组第四，没有拿到全运会的决赛门票。决赛阶段比赛
将于7月 5日至14日在陕西进行。

本次全运会预选赛日照赛区比赛共有 5支球队参加，山
东女足在 4场比赛中全部取胜，进 15球且不丢一球，以小组
第一的身份获得全运会决赛阶段门票。河南队在本次比赛
中，除了大胜实力最弱的海南队之外，先后负于福建和山东，
逼平辽宁。

本报讯（记者 陈凯）2021年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暨全国冠
军杯赛（U系列），将于 5月 22日至 23日在商丘市睢县举行。
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 700余名专业及业余选手将齐聚睢县
北湖景区一较高下，演绎身体与意志极限挑战的“铁人传
奇”。这是记者 5月 12日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赛事新
闻发布会上获得的消息。

本次赛事由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河南省体育局、商
丘市人民政府主办，商丘市教育体育局、睢县人民政府承办，
是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铁人三项赛事。赛事主题为

“凤舞水城，向赛而生”，由全国铁人三项冠军杯赛（U系列）和
中国铁人三项联赛两部分组成。截至5月 10日，报名参加本
次比赛的运动员超过 700人。其中专业组运动员 123人，分
别来自13个省、市代表队，业余组运动员565人，分别来自全
国74个铁人三项运动俱乐部。

铁人三项运动由天然水域游泳、公路自行车、公路长跑
三个项目按顺序组成，是一项具有广泛性、挑战性和观赏性
于一体的新型综合性体育项目，全程总长度达到 51.5公里，
运动员需要一个单元完成全程比赛。集中展现了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坚忍不拔和永不放弃的精神追求。

目前在河南，铁人三项的群众基础人数不断增加。郑州、
开封、睢县、周口、焦作、洛阳6个协会，在中铁协注册会员近千
人，经常参加铁人三项业余训练、比赛人数2000余人。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体操运动管理中
心获悉，在日前于四川成都落幕的2021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
东京奥运会选拔赛、第十四届全运会体操资格赛上，河南体操
健儿发挥出色，斩获 2枚金牌 2枚银牌的同时，还收获了女子
团体和男子3个个人单项的全运会决赛门票，取得了大丰收。

本次体操全锦赛，正在国家队训练的郑州姑娘芦玉菲为
河南体操队取得大丰收立下头功。她先是在个人全能比赛中
从资格赛到决赛两天8套动作做到零失误，最终技压群芳，问
鼎该项目的冠军。此后，芦玉菲又在个人单项决赛中分别斩
获了自由操的金牌和平衡木的银牌。个人独揽 2金 1银，在
本次体操全锦赛上精彩绽放的芦玉菲也成为本次比赛收获奖
牌最多的运动员。凭借出众的表现，芦玉菲也成功入围中国
体操队东京奥运会集训大名单。我省另外一位体操名将、体
操全锦赛女子跳马三连冠得主刘津茹，则获得了本次全锦赛
女子跳马的银牌。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文 河
南自行车队供图）昨日，在广州
落幕的 2021 年全国场地自行
车锦标赛上，河南场地自行车
健儿斩获 6枚金牌、3枚银牌、
2 枚铜牌，又一次用优异的成
绩展现了雄厚的整体实力。

本次比赛由中国自行车
运动协会等主办，作为东京
奥运会的选拔赛以及全运会
的积分赛，吸引了包括钟天
使等奥运冠军、国家队集训
队员以及各专业队知名运动
员 在 内 的 300 余 名 选 手 参
加。在为期 6天的比赛中，各
路高手在男、女成年组 16 个
小项上展开激烈角逐一较高
下。经过紧张比拼，我省身
披国家队“战袍”的鲍珊菊搭

档里约奥运会冠军钟天使勇
夺成年组女子团体竞速赛金
牌，我省场地自行车短距离
组本土组合宋超睿、郭裕芳
并列获得该项目的金牌。另
外，实力出众的鲍珊菊还将
本次比赛成年组女子 250 个
人计时赛的冠军收入囊中，
郭 裕 芳 、宋 超 睿 分 获 二 、三
名，河南三位实力派女将包
揽了该项目的前三名。

从 2021 年中国场地自行
车联赛两站比赛到本次场地
自行车全锦赛，年轻选手鲍珊
菊将三次比赛成年组女子团
体竞速赛、成年组女子 250个
人计时赛的冠军全部收入囊
中，用出众的实力和良好的竞
技状态展现出积极备战东京

奥运会和陕西全运会并力争
“两运”双出彩的坚定信心。

此外，我省选手王丰年、
杨阳、杨懿铭、乔玉磊，斩获
了本次比赛成年组男子团体
追逐赛的金牌，这也是河南本
土组合继中国场地自行车联
赛两站比赛在该项目上连夺
两冠后，连续第三次在全国大
赛该项目的较量中称雄。刘
琪在非全运会项目成年组男
子 1公里个人计时赛上折桂，
他还获得了成年组男子凯林
赛的亚军；马梦露、陈路路获
得了成年组女子麦迪逊赛的
冠军，她们俩还搭档王红、孙
飞燕，摘得了成年组女子团体
追逐赛的银牌；张成则获得
成年组男子凯林赛的铜牌。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明日，武林笼中对——虎牙功夫嘉
年华将激情上演。届时，由功夫新秀和中外功夫高手共同组
成的《武林笼中对》栏目，将在素有“禅宗祖庭·功夫圣地”的
嵩山少林景区举行。

武林笼中对——虎牙功夫嘉年华是一场在功夫圣地举
办的顶级搏击赛事，这里有“小西毒”欧阳锋与“金刚”韩文豹
的最强打击之战，有“战斧”薛深圳和泰拳王赛坤霹雳的中泰
激情对抗，有格斗天才魏子钦与23岁超新星苏可心狭路相逢
的泰拳王者之战，还有《武林笼中对》肖龙和《武林风》郑军峰
的同门对决。

“少林功夫”作为享誉世界的旅游品牌和文化名片，影响
力辐射全球，此次武林笼中对——虎牙功夫嘉年华，将中国原
创搏击赛事品牌《武林笼中对》与功夫圣地有机结合，将“展现
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的栏目主旨，与少林
尚武精神、功夫文化特色高度融合，助推以少林功夫为代表的
中国功夫文化，以更加新颖的形式、更加立体的形象，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

本报讯（记者 成燕）读中国故
事，诵家国情怀。记者昨日从郑州
少年儿童图书馆了解到，由市委宣
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主办，该馆及郑州广播电视台新
闻广播等承办的2021郑州市少儿故
事大赛已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主题为“童心向党 红
色少年”，旨在通过语言表达展演，
提高我市少年儿童阅读与语言表达
能力。大赛分组如下：儿童组年龄
为 5岁至 8岁，少年组年龄为 9岁至
16岁。参赛作品要求积极向上、正

能量，具有较好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内容要求健康活泼，富有童趣，易于
表演，短小精悍，倡导作品创新。表
演时长：个人作品不超过 3分钟，集
体作品不超过5分钟。

大赛分为预赛专场及决赛两个
阶段，即日起即可报名，参赛者成功
报名后，其具体参赛场次及时间、地
点，活动承办方将以短信形式通
知。此次活动为公益类比赛项目，
全程不收任何费用。市民可关注

“郑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填写完整信息提交即可报名。

停赛和伤病双重来袭

嵩山龙门亟待化解人员危机

市少儿故事大赛启动

第24届曹禺剧本奖揭晓

周末到郑州图书馆聆听
“考古百年中原行”讲座吧

汇集不同领域设计作品
展现日式设计独特之道

体操全锦赛鸣金

我省选手斩获2金

700余名选手演绎“铁人传奇”

中国铁人三项联赛
5月22日睢县鸣枪

全运会U18女足预赛收兵

嵩山少林再现巅峰对决

顶级搏击赛事周六举行

场地自行车全锦赛落幕

河南健儿揽得6金3银2铜

新华社马德里5月 12日
电 2020—2021赛季西班牙足
球甲级联赛第 36轮 12日继续
进行，领头羊马德里竞技主场
2∶1 击败皇家社会，向联赛冠
军再进一步。

上半时第 16分钟，主队取
得领先，马科斯·略伦特斜传门
前，卡拉斯科左路停球后将球
扫入近角。第 28 分钟，主队

再入一球扩大比分，苏亚雷斯
直塞，科雷亚杀入禁区右路低
射球门左下角得手。第 37 分
钟，皇家社会错过缩小分差机
会，伊萨克的射门击中左门柱
弹出。

第 83分钟，客队终于凭借
角球混战扳回一城，苏韦尔迪
亚门前拿球后近距离射门得
手，为皇家社会将比分扳为

1∶2。目前，马竞以24胜 8平 4
负积 80 分依旧领跑西甲积分
榜，并暂时将排在第二位的巴
塞罗那甩开4分。

在当日的其他几场比赛
中，塞维利亚主场 1∶0击败巴
伦西亚；塞尔塔主场 1∶0小胜
降级区边缘的赫塔菲；韦斯卡
则在主场 1∶0战胜毕尔巴鄂竞
技，暂时脱离降级区。

西甲：马竞主场
力克皇家社会

向联赛冠军再进一步

河南选手在比赛中河南选手在比赛中

马德里竞技队球员卡拉斯科马德里竞技队球员卡拉斯科（（右二右二））在比赛中庆祝进球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