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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休斯敦11月24日电（记
者 徐剑梅 潘丽君）国际乒乓球联合
会 24日宣布，国际乒联代表大会当
天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召开，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理事
会主席、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在大

会上当选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
大会上，来自瑞典的佩特拉·索

林当选为国际乒联第八任主席。她
是国际乒联首位女性主席，也是目
前奥林匹克大家庭担任主席的四位
女性之一。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庆祝现
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129 周年“《奥林
匹克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
长卷 III”“奥运+春节”主题内容发布
仪式 25日在北京汇文中学举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将近，在
国际奥委会指导支持下，首都文明工
程基金会和《文明》杂志社联手有关机
构推出“《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
奥林匹克文化长卷 III”。

据悉，长卷 III将以《奥林匹克宣言》

为基础结构，囊括举办夏奥会和冬奥会
的23个国家与43个城市的节庆文化。

长卷系列主设计师曾辉在发布活
动上介绍：“长卷两翼为希腊雅典和法
国巴黎两国与两城奥林匹克运动的历
史与文化，然后以夏季和冬季奥运会
的历史脉络展开，中心部分为北京‘奥
林匹克宣言广场’与中国的春节文化
两者融合，寓意着东西方文明相向而
行，在北京相遇并融合发展。”

同时，当天活动还宣布了现代奥

林匹克运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
两大核心主题。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蒋效愚在现场宣读了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为长卷 III撰写的序言。巴赫在序
言中写道：“《奥林匹克宣言》是现代奥
林匹克运动的起点，顾拜旦通过复兴
奥林匹克运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
景一直是国际奥委会所遵循的最核心
理念。”

国际奥委会独家授权由《文明》杂

志和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联合有关机
构共同发起“《奥林匹克宣言》全球文
明传播”活动。2012 年和 2016 年，该
活动先后推出了长卷 I和长卷 II。

已故的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罗格
曾表示：“这一活动是奥林匹克历史上
的一个创举，它以北京为中心和起点，
以《奥林匹克宣言》为载体，将中国文
化与世界文化相融合，丰富和发展了
奥林匹克文化，为推动奥林匹克发展
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III》
“奥运+春节”主题内容发布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
2021赛季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保
级组在海埂基地进行最后一轮的两
场争夺，山东女足以3∶1击败浙江女
足，与河南建业女足进军保级组前
两名，浙江女足排名垫底直接降
级。四川女足以 2∶1惊险击败北京
女足拿到3分，为自己保留了保级的
希望。

本轮比赛，山东队和浙江队的
比赛最为关键，开场第10分钟，浙江
队早早丢球使局势变得非常被动。
第35分钟，浙江队后防再度出错，被

对手抓住机会取得进球，半场结束，
浙江队便以0∶2落后。

下半场，浙江队加强攻势并很
快追回 1球，之后浙江队士气大振，
连续给山东队后防线施压，然而最
后阶段浙江队后防再度出现漏洞，
山东队抓住机会再进 1球，以 3∶1锁
定比赛胜局，排名倒数第一的浙江
队只能品尝直接降级的苦果。

接下来，河南建业女足将与山
东女足争夺第六名，四川队将与北
京女足争夺第八名，胜者直接保级，
负者出战保级附加赛。

本报讯（记 者 陈凯）昨 日 ，
2021—2022 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
级联赛在广东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
拉开战幕。河南女排与福建女排打
响揭幕战，双方经过 3局战斗，最终
河南女排以0∶3失利。

补充大量新人的河南女排，新
赛季目标是力争第一阶段小组出线
打进八强。比赛开始后，双方打得
十分胶着，不过在中局阶段，福建女
排展现出了深厚的防守底蕴，年轻
的河南女排则是失误连连，接连丢
分，以14∶25丢掉首局。

第二局，河南女排进行变阵，由
张梓涵作为主二传，首局担任二传

的蔡晓晴改打接应。这一变阵收到
了良好效果，蔡晓晴连连得分，河南
女排取得5分领先。本局中段，福建
女排适应了河南女排的打法，很快
追平并反超了比分。本局末段，双
方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在各自获得
局点和挽救局点的情况下，由于经
验欠缺，河南女排没能把握机会，以
31∶33遗憾地丢掉第二局。

第三局，福建女排始终掌控着
场上主动权，河南女排最终以18∶25
输掉这一局。

11月 28日，河南女排将迎来本
赛季女排超级联赛的第二个对手深
圳女排。

新华社伦敦 11 月 24 日电
（记者 张薇）经过 24日的欧冠联
赛第五轮较量，又有曼城、巴黎
圣日耳曼、皇家马德里、国际米
兰和葡萄牙体育 5 队拿下 16 强
席位，其中曼城 2∶1 逆转“大巴
黎”确定小组头名。AC 米兰客
场 1∶0力克马德里竞技，继续保
持出线希望。

小组赛客场负于“大巴黎”
的曼城当日在主场迎接劲敌。
两队上半场均未能有所建树，客
队则易边再战后迅速实现突破，
第 50分钟时由梅西妙传姆巴佩
低射破网。

不过，瓜迪奥拉的球队在攻
势更胜一筹的情况下很快有所

回应。第63分钟，曼城右后卫沃
克禁区右路横传门前，中路热苏
斯在对方防守球员干扰下将球
漏到后点，斯特林跟上打门扳平
比分。第76分钟，曼城再次从右
路发动进攻，贝·席尔瓦助攻热
苏斯破门反超比分。

2∶1“复仇”的曼城 4 胜 1 负
提前一轮从A组晋级。“大巴黎”
虽然落败但不影响出线，只不过
落后曼城4分的他们只能排名小
组第二。

B 组中，上轮已确保出线资
格的利物浦保持连胜脚步，凭借
蒂亚戈和萨拉赫的下半场进球
2∶0送走波尔图，小组赛豪取五
连胜。波尔图则仅以1分优势领

先马竞和米兰，这意味着三队最
后一轮都要为该组第二个晋级
名额奋力一搏。

之前 4轮 1平 3负的米兰客
场挑战马竞，依靠梅西亚斯第 87
分钟的头球破门绝杀主队。米
兰下一轮将主场迎战利物浦，马
竞将客战波尔图。

另外，葡萄牙体育 3∶1送走
多特蒙德，拿下 C组第二个晋级
名额。上轮已确定出线的阿贾
克斯2∶1击败贝西克塔斯实现五
连胜。D组的皇马和国米双双得
胜，携手出线。

欧冠最后一轮小组赛将于
12 月 7、8 日举行，12 月 13 日进
行16强抽签。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郑州大剧院了解
到，原计划近期在该剧院上演的多场演出将延期。

据了解，原定于 12月 10日 19:30 上演的上海歌
剧院经典名曲音乐会系列之《茶花女》，原定于 12月
11日 19:30 上演的上海歌剧院经典名曲音乐会系列
之《卡门》，原定于12月 1日、2日、3日晚上演的音乐剧
《长腿叔叔》共计 3个剧目 5场演出将延期举行，延期
时间待定。

此外，原定于 11月份上演的经典励志人偶剧《丑
小鸭》延期至 12月 12日进行，黄蒙拉小提琴独奏音乐
会延期至 12月 26日上演。已经购买如上场次演出门
票的观众，可选择保留门票，在新的演出日期观看，座
位维持不变。有退票需求的观众可关注郑州大剧院微
信公众号了解退票流程。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
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在近日
文旅部开展的2021年文化和旅游学
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宣传推选中，
郑州文化馆“点亮繁星 益路同行”关
爱心智障碍人士志愿服务项目被评
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今年 10月，
该项目被评为第三届全国文化馆理
论体系优秀案例。

该项目由郑州文化馆志愿服务
团队于 2012 年 9月启动，通过开设
公益课堂、建立“心青年文化驿站”、
开展互动交流等形式，为心智障碍青
少年及家庭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精
准化的文化志愿服务，助力新时代特
殊群体文化权益保障工作。

多年来，郑州文化馆招募文化志
愿者，邀请心智障碍干预机构专业教

师为心智障碍青少年常态化开设美
术、书法、声乐、豫剧、钢琴、二胡、奥
尔夫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课
程。此外，依托郑州文化馆与各区
（县）文化馆、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及分
中心，全市文化馆系统已设立“心青
年文化驿站”19个，常年展出特殊学
员的美术、书法、泥塑、编织等作品，
搭建残健沟通的有效桥梁。

郑州文化馆还开展丰富多彩的互
动活动，促进心智障碍青少年融入社
会。据介绍，该项目实施9年来，公益
课堂累计推出20余种、4600余节特色
课程，组织大型互动活动60余次，获30
余万元资助全部用于精准帮扶，建立覆
盖全省18个地市的特殊家长交流群，
400余名心智障碍青少年得到帮助，
90%以上实现综合能力的显著提升。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
教育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十佳文博社教案例宣传推介
活动”终评会在北京举办，经现场审议、投票等环节，评
选出本年度十佳文博社教案例，河南博物院特约讲解

“鼎的自白”入选。
据介绍，在参评的几十个项目中，河南博物院结

合馆藏“鼎”文物，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鼎的自白”
特约讲解活动，以第二名的成绩入选了全国十佳文
博社教案例。

“鼎的自白”特约讲解活动由河南博物院具有丰
富经验和知识储备的首席讲解员担当讲解，并创新设
计出虚拟讲解员“小杜岭”，对真实讲解员的主线讲解
内容进行拓展和补充，以“跨越时空双线讲解”的创新
模式带领报名参加活动的青少年团体走进展厅中，在
内容生动、形式多样的故事讲述中去感受不一样的博
物馆社教活动体验，为孩子们专属定制出一堂集传统
文化、科普教育为一体的趣味性博物馆社教活动。

“特约讲解——鼎的自白”课程开设 4年多以来，
共授课 212场，受众高达 1.9万人，受到了广大青少年
群体、学校和家长的广泛欢迎。

据悉，除了“鼎的告白”，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队伍还
研发策划了黄河文化、红色文化等五大主题的博物馆
特约讲解课程。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
郑州图书馆了解到，明日 20：00，该
馆将邀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
研究员、植物与寄生物考古实验室主
任蓝万里为大家带来“考古百年中原
行第 10讲”：“小虫知春秋——考古
所见的寄生虫疾病和人类社会”。届
时，通过这些曾困扰祖先们生活，却
给我们留下窥探途径的小虫，大家可
探索一下千百年前的人类社会。

据了解，蓝万里在省内多个考古

遗址开展了植物考古、寄生物考古工
作，通过对我省出土植物遗存的分
析，研究古代农业起源、发展历程，以
及古人对自然环境利用和人地关
系。他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
项、省级项目多项，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 10余篇，出版著作 1部，
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本场讲座将在线上进行，市民可关
注郑州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观看直播，还
可通过评论区与主讲嘉宾进行问答互动。

空档一年，备受瞩目的 2021《法
国足球》金球奖将于下周回归。在若
日尼奥和莱万多夫斯基纷纷“大热”
一波后，随着颁奖典礼的日益临近，
越来越多的舆论将梅西视为金球奖
得主的不二人选。

尽管主办方出于保密原则一再
否认，但外界的猜测的确有着充足的
理由。抛开与巴塞罗那有点不欢而
散的结局不谈，在西甲的最后一个赛
季，梅西以 30个进球捧得射手王，这
是当年仅获得联赛第三名、只有国王
杯在手的巴萨当季为数不多的亮点
之一。随后的美洲杯，梅西又率领阿
根廷赢得了阔别多年的大赛桂冠。

平心而论，这不是最出色的梅西，
与往年动辄五六十个进球相比，梅西
今年的数据不算突出，但若横向比较，
阿根廷人依然在顶级射手的行列。较
于几乎同期进行的欧锦赛，美洲杯要
暗淡许多，若考虑到这是梅西出道以
来在成年国家队的首个大赛锦标，就
在无形中为奖杯增添了附加值。

如同一个“学霸”面对每个考题
都能猜透这道题的考点一样，在金球
奖最看重的个人表现和团队荣誉两
项“硬指标”上，梅西都交出了不错的
答卷，而且面对“金球奖”这道题，梅
西的最大竞争对手若日尼奥和莱万
多夫斯基都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曾几何时，若日尼奥是金球奖呼
声最高的那一位，这位以主力身份在
短期内先后赢得欧冠、欧锦赛两项大
赛冠军的意大利人一时风头无两。

技术出色、大局观强，拥有大将风范，
没人会否定切尔西中场的能力，可他
就像是一位远离聚光灯的幕后英雄，
平淡的个人数据让他在金球奖的竞
争中处于下风。如果换成是克·罗纳
尔多（C罗），或者哪怕是一个赛季只
打入20球的前锋，同时拥有“大耳朵”
和德劳内杯，金球奖几乎十拿九稳。

对若日尼奥更为不利的是，在经
过一个高光的夏天后，他身上的光环
逐渐消失。作为“蓝衣军团”的第一点
球手，在12码上向来稳定的若日尼奥
却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两战瑞士连续两
次罚丢关键点球，直接导致意大利队
失去了直通卡塔尔世界杯的机会。

或许有人会提到莫德里奇，这位
中场大师在 2018年以世界杯亚军的
身份终结了C罗和梅西对金球奖的长
期垄断。但与莫德里奇相比，若日尼
奥还差一个像皇家马德里那样的“造
势”团队。

去年7月，当《法国足球》以“疫情
影响使得缺乏足够公平的条件”为
由，取消 2020金球奖评选时，外界一
片哗然。因为无论如何，莱万多夫斯
基的获奖都合情合理。

2020 年，这名波兰射手的状态
始终处于高位：稳定的出勤率、全面
的得分手段、平均的进球分布、在关
键场次的核心级表现……从“沙拉
盘”到“大耳朵杯”，从“小钢炮”到欧
冠最佳射手，俱乐部层面的莱万拿到
了一切可以拿到的荣誉。来到今年，
莱万依然保持高效的输出，在上个赛

季，他还打破了由穆勒保持
了近 50 年的德甲单赛季进
球纪录。33岁的年龄，这让
一切显得来之不易。

可惜的是，在今夏的欧
锦赛中，波兰队于小组
赛中排名垫底，打入三
粒 进 球 的 莱 万 回 天 乏
术，这为他冲击金球奖
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不
久前，《法国足球》主编
帕斯卡·费雷在采访中
否认会因为去年的停摆
而设置两个金球奖，或
者建议投票者参考球员
两年的表现。但如果莱
万真能脱颖而出，想必
也不会有太多争议，只
因为他值得这份肯定。

说到金球奖，还必须提到
一个人，那就是C罗。作为一
名五夺金球的球员，葡萄牙人
从来都是这项至高荣誉的话
题人物。今年，C罗的进球数
依然亮眼，他拿到了意甲和
欧锦赛的最佳射手，来到曼
联后也多次力挽狂澜，可俱
乐部和国家队的成绩大大拖
累了他在金球奖评选中的竞争力。
尤文王朝的坍塌、葡萄牙队在欧锦赛
上的过早出局、一个仍处于动荡期的
曼联，注定让 C罗在今年成为金球奖
的看客。

新华社记者 韦骅 肖亚卓

十佳文博社教案例终评
河南博物院捧得殊荣

郑州大剧院
多场演出延期

绿茵场有了“弟子规”

明晚一起听专家学者
讲述“小虫知春秋”

“点亮繁星 益路同行”获评
文旅部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女超联赛保级组收官
浙江队直接降级

梅西的独舞
——2021金球奖前瞻

刘国梁当选国际
乒联执行副主席

女排超级联赛开赛
河南女排首战失利

曼城逆转“大巴黎”
米兰小胜留希望

曼城队球员热苏斯曼城队球员热苏斯（（右一右一））进球后和队友庆祝进球后和队友庆祝 新华社新华社//路透路透

欧冠联赛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近日，由
前足球记者编纂的《足球少年国学
课·绿茵弟子规》正式出版发行。

该套丛书将国学传统读本《弟子
规》与足球青训课堂衔接，立足于古，
贯通于今，结合绿茵场上的鲜活实例，
通俗易懂，让小球员“要踢球，先做
人”。该书由山东省足球运动协会发
起，志在打造中国足球青训之“文化读
本”。本书的策划、编著丛云曾从事足
球报道和媒体传播多年，结合自己的
职业积累、前期进行大量调研、采访多
位业内专家、广泛咨询各方建议，用两
年多时间完成这套足球文化读本。

书中的原创 IP 人物小鞠，是一

名出生于足球起源地山东淄博的绿
茵少年，6 岁入学开始接受专门训
练，立志成为最具中国风范的世界级
球星。10岁的小鞠一边学习一边训
练，同时受长辈熏陶，喜爱国学，以他
作为串场人物，立足于“古”，全面展
示国学经典《弟子规》对于小鞠的精
神塑造；贯通于“今”，对接中国及世
界足坛经典案例，树立青少年足球运
动员的行为规范和学习目标。

据了解，该书已陆续进入山东的
足球学校和青训机构，并逐步推向全
国，让更多的足球少年从传统中汲取
力量、在文化上扎稳根基、在绿茵场
健康成长。

梅西在法甲
比赛中

新华社发

走近冬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