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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爱华报道：
12月8日，吉大街道景山社区公
园的运动场地上热火朝天，吉大
街道第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这里
举行，来自吉大辖区的40多名残
疾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丰富残疾人文化体育生活，提
高残疾人的社会参与度，吉大街
道举办了第一届残疾人运动会。
此次运动会主题为“生命阳光 情
满吉大”，由吉大街道残联主办、
吉大新芽社会组织承办，设有乒
乓球、羽毛球、中国象棋、小球投
篮和套圈共五个项目，竞技与趣
味并存，以提高辖区残疾人的参
与度。昨天，运动员们根据抽签，
分组参与比赛。竞争最激烈的为

羽毛球比赛，运动员们在场上点
杀、扣杀、网前放小球，场面精彩
纷呈。趣味项目套圈与小球投
篮，则为赛场增添了轻松活跃的
氛围，运动员们克服身体的不便
专注投掷，赢得场下亲友团的阵
阵呐喊助威。

据介绍，为增强辖区残疾人
身体素质，吉大街道康园中心设
有跑步机、踏步机、环形腹部训练
机、乒乓球桌等康复、训练健身器
材，临近康园中心的海大社区公
园设有健骑机、压腿器等器材，可
供残疾人进行日常健身运动。此
外，吉大残联每季度组织不同主
题的户外健身活动，如野外素质
拓展、徒步行走等，以帮助更多的
残疾人走出家庭健康生活。

吉大街道举办第一届残疾人运动会

40多名运动员参与5项比赛

新华社东京12月8日电 8
日，东亚杯足球赛在日本拉开战
幕。中国女足在首场比赛中以
0∶2不敌朝鲜队，全场在攻守两
端均被压制。这是新主帅埃约尔
松上任之后，中国女足连续遭遇
的第三场失利。

开场第24分钟，中国队后场
传球失误。朝鲜队金平和前场断
球后横敲中路，金润美禁区前低
射首开纪录。中国队0∶1落后。

易边再战，朝鲜女足在第78
分钟扩大比分。韦正心右路突破

后将球传至禁区前的承香心，承
香心接球后将球传给金润美，金
润美冷静推射得分。最终中国女
足0∶2不敌朝鲜女足。

中国队本场比赛只有四次射
门，朝鲜队则有13次射门。

刚接手中国女足的冰岛人埃
约尔松在赛后表示，本场比赛没
有抓住进球机会，上下半场中国
队在防守时都犯下了低级失误。
他表示，接手球队时间较短，还需
要磨合球队战术。中国女足接下
来将在11日迎战日本队。

东亚杯足球赛在日本拉开战幕

中国女足首战不敌朝鲜

新华社马德里12月 7日电
欧联杯7日结束小组赛最后一
轮。三支西甲球队毕尔巴鄂竞
技、比利亚雷亚尔和皇家社会均
顺利跻身32强，再加上从欧冠“被
淘汰”到欧联杯的马德里竞技，西
甲共有四支球队晋级32强。

毕尔巴鄂竞技在客场2∶0战
胜乌克兰球队索尔亚后，以J组
第一的身份出线。比利亚雷亚尔
虽然主场0∶1不敌特拉维夫马卡
比，但仍以A组头名晋级。皇家

社会则在1∶3主场负于泽尼特后
以L小组第二的身份进入32强。

马德里竞技作为欧冠四支成
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中的一员，也
得以跻身欧联杯32强。这样，西
甲与意甲并列成为本赛季获得
欧联杯32强席位最多的联赛。
此外，比利亚雷亚尔、毕尔巴鄂
竞技与马德里竞技均成为32强
种子队，从32强开始欧联杯将展
开淘汰赛争夺，11日将进行淘汰
赛抽签。

欧联杯结束最后一轮小组赛

西甲四支球队晋级32强

新华社巴黎12月7日电 由
《法国足球》杂志创办的“金球奖”
7日迎来了2017年度得主，效力
于西甲皇家马德里队的葡萄牙球
星克·罗纳尔多（C罗）第五次获
此殊荣，追平了阿根廷人梅西保
持的纪录。

“金球奖”在2010年与国际足
联“世界足球先生”奖项合并为“国
际足联金球奖”，2017年是两大奖
项“分道扬镳”后的第二年。C罗曾
在2008、2013、2014和2016年获
得“金球奖”，他还在今年10月成
为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

今年“金球奖”的颁奖仪式被

安排在巴黎地标性建筑埃菲尔铁
塔上举行。当地时间20时，同步
于埃菲尔铁塔的亮灯环节，C罗
手捧“金球奖”现身。

从16时开始，《法国足球》在
其网站上依照倒序陆续公布了排
名第4-30的候选者。C罗与梅
西，以及本赛季转会至巴黎圣日
耳曼的巴西球星内马尔进入最终
三人候选名单。

2016-2017赛季，C罗帮助
皇马在过去59年间首度实现对
西甲和欧冠冠军的包揽。2008
年以来的“金球奖”评选中，C罗
与梅西实现了对该奖项的包揽。

“金球奖”迎来2017年度得主

C罗5次获奖追平梅西

本报讯 记者殷贝报道：昨日，由
珠海市文化馆主办，珠海市香洲雷鸣
曲艺团承办的百姓舞台专场演出
——《粤韵飘馨》走进香洲区第十五
小学，为师生们带来了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粤剧粤曲节目演出。

香洲雷鸣曲艺团是以演唱广东
曲艺(粤剧粤曲)为主的一支业余团

体。该团在香洲区第十五小学的演
出，既有传统粤剧折子戏《游龙戏凤》
《花好月圆》《再进沈园》，又有红色经
典剧目《沙家浜》之阿庆嫂、郭建光唱
段，更有自创填词、新编节目《十九大
精神放光芒》、《祖孙同乐》等节目，内
容丰富多彩，让全校1000多名师生
感受到了粤剧的魅力。

《粤韵飘馨》走进香洲区第十五小学

让孩子感受粤剧魅力

本报讯 记者殷贝报道：众重香
国里，梅花凌霜傲雪……日前，在京
九艺术团的歌舞《红梅赞》中，“大手
拉小手”文艺联谊会走进华南师大附
属钰海幼儿园。这也是百姓舞台系
列展演的活动之一。作为文化惠民
的品牌活动，百姓舞台从今年9月开
始改变以前在圆明新园固定演出的
模式，转而由艺术团体走进不同的社

区，真正贴近百姓，服务百姓。
独唱《我和我的祖国》《兰花草》，

伦巴舞《大鱼海棠》，小提琴独奏《新疆
之春》，二胡独奏《水手》，萨克斯独奏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马头琴独奏
《鸿雁》受到了小朋友们的欢迎。演员们
还邀请小朋友们上台互动，学跳舞，认识
二胡、等乐器。孩子们不仅观看了演出，
还学习了很多音乐和艺术知识。

“大手拉小手”文艺联谊会

老幼同演同乐 贴近服务百姓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福建省人民政府、陕
西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四
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日
前在福州落下帷幕，以儿童
心理健康为主题的《寻愿
记》入围电影展映。

电影《寻愿记》由中国
影视制作人张军安任总导
演兼总制片人，青年导演张
承和王伊辰共同执导。影
片总导演张军安介绍说，
《寻愿记》关注儿童心理健
康成长，无血腥镜头、无暴
力语言，是一部健康向上绿
色环保的、能让家长和孩子
们放心观看的电影。

影片中的精灵妮娜是
正义的化身，在孩子遇到
困难、险阻和需要帮助的
时候，他就会及时出现，为
孩子们指引正确的方向。
由于孩子饱含童真，一双
澄澈的眼睛就可以看到妮
娜，而大人因为被世俗困
扰，则遇不到精灵也看不
到妮娜。

《寻愿记》画面唯美，故
事中充满浓浓的亲情，是一
部能引发儿童共鸣、寓教于
乐的佳作。参加观影活动
的现场现众陶汛女士深有
感触地说：“这部电影会让
孩子们懂得热爱生活、热爱
大自然、懂得相互关爱，从
小明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

追寻美丽的梦想。这部影
片也告诉人们，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们
树立良好的榜样，无论工作
有多忙，一定要注重关爱孩
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这是
我们做父母义不容辞的责
任和义务。孩子，是这个世
界的末来，是最值得我们大
人关爱的群体。”

《寻愿记》剧组工作人
员介绍说，关爱儿童心理健
康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主
题。青年演员刘艺丹在《寻
愿记》中饰演妈妈，她曾在
张军安制作的《粟裕大将》
中饰演粟裕将军夫人楚青，
今年刘艺丹女士在《娱乐追
击》电影中饰演的角色，荣
获了2017南美电影节最佳
女演员奖。著名影视演员
刘文凤在戏中饰演一位知
识分子出身善良慈祥的姥
姥。海神娘娘那甜美温暖
的声音来自这部影片的执
行制片人代文莉女士，她曾
是电视台播音员。

据悉，本届电影节共征
集到67个丝路沿线及周边
国家（地区）的588部外语
影片和416部华语影片，经
过筛选，70部外语影片和
30部华语影片进入展映单
元，并在15家省内外影院
与观众见面。

（新华网）

雷鸣曲
艺团走进香
洲区第十五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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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张军安（中）携主演刘
艺丹（左）及剧中海神娘娘配音
演员代文莉（右）出席电影节开幕
式。 新华社发

电影《寻愿记》海报。

电影《寻愿记》在大学展映受到学生
们的热忱欢迎。 新华社发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2月 7
日电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石黑一雄7日呼吁对多元化
文学的包容，以催生更加优秀的
作品。

石黑一雄当天在斯德哥尔摩
瑞典文学院举行题为《我的二十世
纪傍晚——以及其他小突破》的文
学讲座，他说：“如果我们（文学界）
要在不确定的未来扮演重要角色，
如果我们希望今天和明天的作家
们孕育出最佳的作品，我认为我们
必须变得更加多元化。”

石黑一雄所说的多元化有两
层意思。首先，必须拓宽我们共
同的文学世界，把精英文化之外
更多的声音包容进来，从今天仍
然不为人知的文学文化中发现宝

藏。“其次，我们必须异常小心谨
慎，确保不会将好文学定义得过
分狭窄或保守。新一代的文学将
会是用各种新的、甚至有时是令
人困惑的方式来讲述重要而精彩
的故事。”石黑一雄说。

瑞典文学院10月5日宣布，
将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
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因为他“凭
借充满强烈情感的小说揭示了我
们幻觉之下的深渊”。

2017 年诺贝尔物理学、化
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以及经济
学奖得主聚首斯德哥尔摩，参加
从6日开始的诺贝尔周系列活
动，其中包括新闻发布会和主题
演讲等。他们将于10日出席诺
贝尔奖颁奖仪式和晚宴。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石黑一雄呼吁文学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