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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德里10月7日
电 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7日
宣布，主教练大卫·加耶戈

“下课”，马钦走马上任，成为
球队新帅。

西班牙人本赛季战绩不
佳。在联赛进行过8轮后，他
们仅以1胜2平5负积5分的
战绩排名倒数第二，深陷降
级区。加耶戈的工作一直以
来饱受质疑，最终俱乐部决
定将其解职。此时距离他接
手球队仅仅过去4个月。

作为加耶戈的接替者，
马钦与西班牙人俱乐部签约

两年至2021年。他将于当地
时间8日上午作为球队新主
教练亮相。马钦在当日通过
社交媒体表示：“面对我职业
生涯中的这一全新挑战，我
满怀梦想，并感到责任重
大。”他表示自己将努力“让
所有西班牙人球迷为球队感
到骄傲”。

马钦此前曾在2018年5
月至2019年3月期间出任西
甲球队塞维利亚队主帅。此
外，教练生涯中，他还曾带领
赫罗纳队于2017年从西乙升
至西甲。

西班牙人换帅

前塞维利亚主帅马钦上任

新华社天津 10 月 8 日
电 深陷保级泥潭的天津天海
俱乐部再次决定换帅。该俱
乐部8日发布公告称，韩国人
朴忠均即日起不再担任球队
主教练。

公告同时称，任命李玮锋
担任球队教练组组长，与主教
练刘学宇、助理教练郭昊等人
共同组建新的教练团队，带领
球队征战中超联赛。

朴忠均是在今年5月接
替沈祥福担任天海主教练的，

但是他并没有带领球队走出
困境，球队在联赛中始终徘徊
在降级区。目前联赛已过25
轮，天海仅取得2胜12平11
负的战绩，排在倒数第二位。

本赛季的天海主帅几经
变更，在赛季开始前签约了韩
国名帅崔康熙，但因为俱乐部
投资人变故，崔康熙尚未执教
一场正式比赛就“下课”。接过
教鞭的沈祥福在赛季初出师不
利，带队打了11轮联赛，仅取
得1胜4平6负，排名垫底。

天海主教练朴忠均“下课”

李玮锋任教练组组长

倡导尊老敬贤良好风尚

今年重阳节恰逢国庆假期最后
一天。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有着

“天下第一家”之称的孔府后花园人
头攒动，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民俗
文化活动——“投壶”在这里举行。

“在这里陪父母看一场孔府大
戏，然后一起投壶，更能感受人生在
世孝为先，更加珍惜陪伴老人的时
光。”来自济南的游客林先生说。

曲阜三孔文化旅游公司营销部
部长郑学伟介绍，从2017年重阳节
起，孔府每年都会举行投壶等活动，
以活跃重阳节日气氛，丰富传统节
日内涵，让长者老有所乐、老有所
获，倡导尊老敬贤的良好风尚。

7日上午,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
管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九
九重阳节 暖暖老人心”主题活动，
为全村106位80周岁以上的老人集
体过重阳。老人们一边欣赏剧团特
意送上的越剧和黄梅戏，一边品尝
糕点，十分开心。

海南省文昌市是“中国长寿之
乡”，素有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从
2012年开始，每年重阳节在不同的
镇子轮流举办千叟会。

今年重阳的第八届“庆重阳节
千叟会”，集聚了当地近千名65岁
以上老人共度重阳。颁发寿匾和慰

问金，表彰孝善楷模，组织文昌民
谣、舞蹈等精彩文艺节目……老人
们度过了一个温馨的节日。

传播健康向上生活理念

7日一大早，数百名老人来到南
京明城墙解放门，一起登城墙，庆重
阳。

老人们精力充沛。“我喜欢打太
极拳，每天都要练1小时，晚上还会
去跳广场舞。今天在城墙上也就走
了不到两公里，没感觉太累，完后我
们还要到玄武湖边散散步。”69岁的
舒冬云告诉记者，现在生活富足，晚
年生活质量越来越高。

天津市蓟州区府君山广场上，
一场主题为“孝老爱亲，健康快乐
夕阳红”的活动热闹举行。优美的
太极表演、火热的腰鼓、曼妙的时
装秀……数百名老人轮番登台当主
角、展风采。

“这是属于我们老年人自己的
节日，我和朋友们都非常高兴地展
现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传播正能
量。”参加文艺表演的老年舞蹈队队
长康学军说。

蓟州区老年大学校长刘树文表
示，党和政府对老年工作越来越重
视，通过举办这些活动，老年人的幸
福感、自豪感、荣誉感有了显著提
升，全社会也在逐渐形成积极老龄

观、健康老龄化的良好氛围。
10月 6日晚，“老人精神幸福

园”学习团队在上海金山区漕泾镇
花园居委会举行“拥抱祖国庆国庆，
牵手邻里迎重阳”主题晚会，以唱红
歌比赛欢度重阳节。这支老有所
学、老有所为的团队有学员27人，
平均年龄70岁左右，全年学习时间
总计超过 200小时。他们一个个

“玩机触网”，自称“时代老人”，以紧
跟信息时代而骄傲。

目前，上海市已构建起涵盖市、
区、街镇、居村委的老年教育四级办
学网络，通过培育“名家坊”“乐龄讲
堂”“睦邻学习点”“网络学习圈”“村
民周周会”等基层学习组织，努力办
好老年人“家门口的好学校”。

传承尊老孝亲传统美德

6日，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的蓝
态爱心环保餐厅举行重阳敬老活
动，近百位志愿者为老人们义务理
发、准备“九九爱心面”，并组织了一
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11岁的刘联欣是这次重阳敬老
活动的小志愿者，他早早来到了活
动现场为老人们做指引。活动结束
后，刘联欣最晚离开，站在餐厅门口
鞠躬送别每一位老人。“敬老爱老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一个人都
应该做。”他说。

在河北石家庄，举行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老爸老妈嗨起来文艺展演”，
老人们精彩的表演、矍铄的精神，获
得阵阵掌声。

今年“石家庄敬老节”陆续启动
了一系列敬老公益活动，如发掘感
人至深的亲情故事和孝心人物，推
介评选“孝亲敬老之星”；为父母长
辈制作香囊，尽孝道、表情谊，为老
年市民送去节日的祝福等等。

“身体还行，多亏了他们。”91岁
的张美玲老人对已经入住3年的昆
明市社会福利院表示满意。在昆明
市举办的“我们的节日·重阳节”暨

“敬老月”活动中，市社会福利院福
利医院医师彭梅被评为“敬老之
星”。彭梅说：“我们没做什么轰轰
烈烈的大事，更多的是通过生活中
的小细节，让每位来到福利院的老
人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7日，四川省“我们的节日·重
阳”示范活动在德阳启幕。民俗展
示、登山等特色活动，吸引了近万名
市民参与。德阳市第五中学的学生
们表演了情景剧《漂洋过海的祝
福》，演员中包括14名来自意大利、
芬兰、泰国等国家的学生。学生们
齐声诵读《百孝经》：天地重孝孝当
先，一个孝字全家安。孝顺能生孝
顺子，孝顺子弟必明贤……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10月6日，影片《双子杀手》主演威尔·史密斯
在美国洛杉矶出席首映式。当日，影片《双子杀手》
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首映式。该片将于10月11日在
美国上映。 新华社发

李安新片
《双子杀手》举行首映式

新华社洛杉矶10月7日电 美国
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影艺
学院）7日宣布，将有93部来自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影片参加第92届奥斯
卡奖最佳国际电影评选，动画片《哪吒
之魔童降世》将代表中国内地参评。

影艺学院在今年4月将此前的奥
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更名为最佳国际
电影奖，以更好地体现这个奖项的国

际代表性。此前，该奖项参评影片数
量最多的是2017年的92部。加纳、
尼日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今年首次
有影片参评。

根据影艺学院的声明，杨宇执导
的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将代表
中国内地参评，该片的内地票房超过
49亿元人民币。中国香港选送了动
作片《扫毒2天地对决》参评，中国台

湾则选送了爱情喜剧片《谁先爱上他
的》参加评选。

三部华语电影将与韩国影片《寄
生虫》、西班牙影片《痛苦与荣耀》、日
本影片《天气之子》、英国影片《驭风
男孩》、挪威影片《外出偷马》等激烈
角逐。

第92届奥斯卡奖将于明年2月9
日在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颁奖礼。

《哪吒之魔童降世》代表中国内地参评

角逐第92届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奖
新华社杭州10月8日电 10月 7日重阳佳

节，社会各界千余人在浙江缙云仙都山的黄帝祠
宇参加了公祭大典，祭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华
夏文明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轩辕黄帝。

典礼采用“禘礼”的规格，结合缙云当地的传统
民俗，以传统与现代、礼与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伴着古韵悠扬的乐曲声，主祭人列队依次向
轩辕黄帝敬上高香、敬献花篮，恭献三牲、五谷、鲜
花等祭品。恭读完祭文，全体参祭人员向轩辕黄
帝像行三鞠躬礼。最后，场面恢宏的献舞把祭典
活动推向了高潮。

缙云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历史悠久。早在夏商
周时期，当地百姓就将鼎湖峰作为始祖轩辕黄帝
来顶礼祭拜。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缙云仙都黄
帝祠宇祭祀轩辕黄帝典礼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格
式和礼仪，每年清明节为民祭，重阳节为公祭，并
与陕西黄陵、河南黄帝故里新郑形成“三地”共祭
的格局。

2011年，“缙云轩辕祭典”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浙江缙云：

千余人共祭轩辕黄帝

重阳风景展现新时代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新风貌

传统民俗文化传播正能量

又是一年重阳到。登高祈
福、秋游赏菊、享宴高会、感恩敬
老……中华大地上，一道道重阳
风景述说着人们的生命祈愿，演
绎着新时代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新
风貌。

1010月月77日日，，表演队队员在进行文体汇演表演队队员在进行文体汇演。。当日是重阳节当日是重阳节，，河北省定州市举行中老年人文体大汇演活动河北省定州市举行中老年人文体大汇演活动，，十余十余
个代表队的近千名中老年人表演舞蹈个代表队的近千名中老年人表演舞蹈、、健身操健身操、、太极拳太极拳、、柔力球等节目柔力球等节目，，欢度佳节欢度佳节。。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 10 月 8 日
电 8日，2019上海网球大师
赛开始了男单第二轮的争夺，
种子选手纷纷亮相。赛会2
号种子费德勒和3号种子梅
德韦杰夫均战胜对手晋级，英
国选手穆雷则苦战三盘不敌
弗格尼尼，遗憾止步。当日还
在征战第一轮的中国选手李
喆不敌对手，本次赛会三名持
外卡参赛的中国男单选手由
此全部遭遇“一轮游”。

瑞士“天王”费德勒当天
登场亮相。首轮轮空的他，在
男单第二轮迎战西班牙选手
拉莫斯。两人上来各自保发
战成2∶2平，但费德勒强劲的
发球和上网战术让他的保发
相当轻松。第五局，费德勒逼
出破发点并顺利兑现，之后费
德勒越打越顺，连保带破以
6∶2先声夺人。

次盘，两人各自保发将比
赛拖入“抢七”大战。虽然费德
勒在“抢七”中一度落后，但顽
强的瑞士人凭借丰富的经验，

最终7∶6（5）获胜，总比分2∶0
战胜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

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
当晚的对手是从资格赛突围的
英国人诺里。两人实力差距明
显，梅德韦杰夫仅耗时54分
钟，就以6∶3、6∶1轻取对手。

前一天刚刚获得复出后
上海大师赛首胜的穆雷苦战
三盘最终不敌意大利名将弗
格尼尼。这场比赛首盘就鏖
战至“抢七”，最终弗格尼尼以
7∶6（4）拿下。次盘，穆雷突
然爆发，连破对手两个发球局
后以6∶2扳回一城。第三盘
两人陷入苦战，在破发和保发
的边缘拉锯，两人各自保发战
至4∶4平。关键的第9局，穆
雷一记网前小球完成破发，取
得5∶4领先，并进入到发球胜
赛局。但顽强的弗格尼尼回
敬一局破发，两人再度回到平
局。之后两人又相继破发对
手，再次进入残酷的“抢七”大
战。弗格尼尼最终7∶6（2）胜
出，总比分2∶1取胜。

上海大师赛：

“奶牛”晋级 穆雷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