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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联赛杯巴黎圣日耳曼夺冠

7 月 31 日，巴黎圣日耳曼队球
员内马尔（左二）和姆巴佩（右二）
庆祝夺冠。
当 日 ，在 法 国 圣 但 尼 举 行 的
2019- 2020 赛 季 法 国 联 赛 杯 决 赛

《毕业生 2020》海报。

《毕业生 2020》视频截图。均系资料图片
在今年遭受疫情影响的各行各
业、各群体中，有 874 万名年轻人，正
来到人生第一个十字路口。怎样择
业？怎样求职？怎样对抗社会压
力？一个个现实问题纷至沓来。他
们是 2020 届高校毕业生，他们的声
音需要被听到。
近日，
《毕 业 生 2020》上 线“ 优

酷”。这档由北京团市委、北京学联
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文牧野说，
联合承办，
“ 优酷”出品的特别节目， “最重要的（态度是）：真诚、真实，还
不仅为毕业生们补上了一个“线上毕
有平静。
”
业典礼”，更直面青年们对于现实的
清华大学医学博士刘子羿也提
关切，为他们答疑解惑；同时，节目也
出了问题：
“医生行业压力大，还需要
展现了毕业生们朝气蓬勃、勇于突破
保持专注。如何日复一日地保持旺盛
的一面，鼓励大家勇敢接受挑战，做
的精力和使命感？”这次接过问题的，
到
“大器敢成”
。
是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
毕业标志着与一段青春记忆别
“我充分地理解我的师弟师妹们
离。节目首先从追忆往昔展开，表现
的迷茫。
”
陶勇结合自身经历讲道，
“但
了毕业生们回首大学时光时的情真
是当你坚定了方向后，这一切将不再
意切。一段来自广西贺州学院“雨中
会动摇你。因为你能通过医学，看到
合唱”的视频感动了无数人：女生们
人世间的美好。让我们克服工作和生
自发走出宿舍合唱着《那些年》，互道
活中的一切困难，
勇往直前！
”
“毕业快乐”；宿管阿姨则向同学们深
《毕业生 2020》同样展现了在疫
深鞠躬，感谢大家多年来的支持。面
情期间，
大学生们开拓创新、
勇于担当
对《毕业生 2020》的采访，记录下这
的时代精神。来自西华大学的肖钦
一场景的同学至今还泪光潸然。
仁，
通过直播为全村卖橘子，
挽回了收
透过节目，毕业生展现了他们飞
成；
东华理工大学的武源林，
到武汉抗
扬的青春。来自哈工大机械电子工
疫一线去做志愿者，
觉得毕业后
“再没
程专业的牛锦鹏，分享了 4 年来带队
有什么困难的事”；来自北京的 6000
伍参加各大机器人竞赛的回忆。
“无
余名大学生，在疫情期间自发义务献
论基础怎样，只要你愿意学，就有人
血，
瞬时献满血库……种种义举，
让不
愿意教你；你愿意去说，就有人听你
少网友感叹：
这届年轻人，
行！
的声音。”
牛锦鹏说，
“一起熬过的夜，
为整场节目串场的讲述者，是武
一起流过的汗和泪，都是青春最珍贵
汉的在校大学生谢小玉。节目最后，
的一段回忆。
”
她回忆起 3 月作为一名社区志愿者
更多毕业生则是发出了疑惑。 的经历，重温了“成为抗疫一线主力
“不知道该不该找工作，又迷茫又害
军”的自豪。节目播出后有评论指
怕”、
“ 对职业规划很没有目标”……
出，
《毕业生 2020》中记录的众多大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导演专业的
学生，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迎难而
罗祎杰，感受到了就业空间在收窄： 上、勇于尽责的风貌。在后疫情时
“我们专业的职业选择方向到底是什
期，在全新的人生道路上，这些毕业
么？”随后，新一代导演代表文牧野接
生还将继续绽放青春，彰显出这一代
过了问题。
“ 无论短视频、剧还是电
人的蓬勃力量。
影，只要你喜欢，就去做。前提是你
（新华网）

《星际穿越》重返大银幕
影院开业之后，不少经典影片
将重新走入观众视野。由克里斯托
弗·诺兰导演的《星际穿越》又回来
了，8 月 2 日登陆大银幕。
《星际穿越》是一部诺兰风格非
常浓郁的科幻电影，融合了时空、烧
脑、悬疑等多种类型元素于一身，
豆
瓣斩获 9.3 分超高评价，与《盗梦空
间》并列位居诺兰作品豆瓣评分第
一位。硬科幻的设定处处彰显了诺
兰的严谨精神，也造就了最适合大
银 幕 观 赏 的、近 乎 完 美 的 壮 丽 太
空。影片中的那个惊奇独创的时空
更是令所有观众叹为观止，也为全
片增添了一重震撼感人的情感维
度，使人深陷其中无限回味。诺兰
以
“爱”
为核心铺设了一个最惊人的
反转，爱既是悬念，也是唯一的答
案。
近期曝光的“太空羁旅”版预
告，展现了地球上一番灰尘遍布的
末日般荒凉图景。
“不要温和地走进
那个良夜。”时隔 6 年，当《星际穿

中 ，巴 黎 圣 日 耳 曼 队 和 里 昂 队 在
120 分钟内战成 0 比 0 平，经过点球
大战，巴黎圣日耳曼队以 6 比 5 获
胜，
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内蒙古马赛暨国际马术节开幕

8 月 1 日，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
万马奔腾。当日，2020 内蒙古马赛
暨第七届内蒙古国际马术节在锡林

浩特市中国马都核心区文化生态旅
游景区拉开帷幕。
新华社发

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揭幕
新华社广东东莞 8 月 1 日电 1
日，为期 4 个月的 2020 广东省青少
年网球排名赛在东莞市拉开帷幕，
经
过 5 个分站赛和总决赛的争夺，
最终
将决出各年龄组的排名。
赛事设置了 U12、U14、U16 和
U18四个组别，
将在东莞、
中山、
佛山、
深圳、
湛江5地举办分站赛，
年底进行
总决赛。首站东莞站的比赛由广东
省网球协会主办，东莞网球协会承
办，广东粤球人体育有限公司运营，
共有308名青少年球手报名参赛。

组委会介绍，赛事始终把疫情
防控放在首位，延续 CBA 东莞赛区
复赛的宝贵经验，
制定了防疫指引，
排查风险点、风险源，
做好赛事的闭
环管理，
守好疫情防控的底线。
广东省网球协会副主席曾毓
昌表示，今年是广东省青少年网球
排名赛举办的第九年，组委会将以
更高的赛事标准，接轨国际青少年
赛事机制和赛制，继续提高赛事服
务和保障水平，提升选手的参赛体
验。

珠海市小林联围加固达标工程木乃南堤大门口
闸段施工用海项目申请海域使用权公示
珠海市城乡防洪设施管理和技术审查中心提出珠海市小林联围加固达标工程木乃南堤大门口闸段工程施工用
海项目用海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我分局对该用海项目的海域使用权设置进行了初
审，现予以公示。请对该用海项目有异议的利害关系人或单位，在 2020 年 8 月 2 日至 2020 年 8 月 11 日内，将书面材
料送交我分局反映情况。逾期无异议，
我分局则按法定程序报批。
项目名称

珠海市小林联围加固达标工程木乃南堤大门口闸段工程施工用海项目

位置

位于珠海市三灶镇，
鸡啼门外东岸，
大门口水道出海口。

用海面积

24.1114 公顷

全部宗海界址图见附件。
联系人：何先生，电话：0756-7237031，18926936895，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区府大院 23 号楼 216 室海洋规划与
经济科，
邮编：
519090。
附件：
珠海市小林联围加固达标工程木乃南堤大门口闸段施工用海项目宗海界址点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金湾分局
2020 年 7 月 31 日

《星际穿越》剧照。资料图片
越》中神秘而广袤的太空再次出现在
预告中时，仍然能够令人真切感受到
其危险又壮美的迷人特质，足以立刻

莫斯科电影院恢复开放
7 月 31 日 ，
戴口罩的观众进
入俄罗斯首都莫
斯科一家电影院
的放映厅。受疫
情影响关闭 4 个
多月后，这家位
于莫斯科市中心
的电影院重新开
始放映影片。
新华社发

美国学生停车场里练芭蕾
7 月 31 日，
美国康涅狄格
芭 蕾 舞学校的
学生们在康涅
狄格州东莱 姆
的一个露天停
车场练习芭蕾。
新华社发

附件：珠海市小林联围加固达标工程木乃南堤大门口闸段施工用海项目宗海界址点

将观众带回到当年初次观影时的惊
奇感受。
（新华网）

阿根廷青少年乐团
疫情期间
“云练习”
阿根廷一支青少年乐团疫情期
间坚持借助电脑视频程序排练。
“云
练习”
不仅提升孩子们的演奏技能，
还让他们体会到集体归属感。
这支乐团名为“嘴巴”，由来自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周边低收入地
区的青少年组成。据路透社 7 月 30
日报道，该乐团成立 22 年来大约有
1500 人加入。因疫情居家隔离期
间，乐团成员经由“云练习”坚持练
习演奏，借助视频会议软件 Zoom
与指导老师见面，
学到新知识。
中提琴老师奥尔菲拉说，孩子
们非常喜欢
“云练习”
“
，他们如今学
得更多，大家演奏得比先前面对面
上课时更好了”。乐团负责协调工
作的阿尔夫列乌说，乐团成立 22 年
来为许多出身贫困家庭的孩子创造
公平竞争环境，许多成员长大后成
为专业演奏者或音乐老师。
多张照片显示，孩子们手持不
同乐器站在电脑前借助 Zoom 与伙
伴一起练习。依照阿尔夫列乌的说
法，
不管来自哪里、出身如何，
“乐团
都欢迎你，
你和乐团里的同伴一样，
享有同样权利”
。
（据新华社微特稿）

用海总面积 24.1114 公顷，
其中透水构筑物用海 14.3207 公顷，
其他开放式用海 9.7907 公顷
界
址
点

CGCS2000 坐标系
纬度

经度

其他开放式 1 用海 3.6944 公顷

界
址
点

CGCS2000 坐标系
纬度

经度

界
址
点

d9 22°01′14.768″ 113°17′28.966″

CGCS2000 坐标系
纬度

经度

透水构筑物 2 用海 1.0743 公顷

c1 22°00′53.050″ 113°17′00.416″ d10 22°01′14.814″ 113°17′23.036″

f1

22°01′07.368″

113°17′14.635″

c2 22°00′53.227″ 113°17′03.198″ d11 22°01′14.849″ 113°17′18.502″

f2

22°01′07.370″

113°17′15.280″

c3 22°00′56.575″ 113°17′03.062″ d12 22°01′14.779″ 113°17′16.278″

f3

22°01′06.600″

113°17′16.150″

c4 22°00′58.403″ 113°17′03.260″ d13 22°01′14.258″ 113°17′14.460″

f4

22°01′06.960″

113°17′16.520″

c5 22°00′59.917″ 113°17′03.872″ d14 22°01′13.339″ 113°17′12.750″

f5

22°01′05.640″

113°17′17.970″

c6 22°01′01.489″ 113°17′05.097″ d15 22°01′11.872″ 113°17′11.217″

f6

22°01′08.412″

113°17′20.849″
113°17′20.216″

f7

22°01′08.978″

c8 22°01′04.510″ 113°17′07.450″ e1 22°00′56.654″ 113°17′05.861″

c7 22°01′04.512″ 113°17′08.272″

透水构筑物 1 用海 11.1986 公顷

f8

22°01′09.406″

113°17′18.110″

c9 22°01′05.598″ 113°17′04.852″ e2 22°00′55.166″ 113°17′06.655″

f9

22°01′08.727″

113°17′16.096″

c10 22°01′03.606″ 113°17′02.831″ e3 22°00′49.329″ 113°17′14.195″

透水构筑物 3 用海 2.0478 公顷

c11 22°01′02.316″ 113°17′01.632″ e4 22°00′49.008″ 113°17′15.946″

g1

22°01′02.690″

c12 22°01′00.894″ 113°17′00.771″ e5 22°00′49.695″ 113°17′17.562″

g2

22°01′01.200″
22°01′00.750″

c13 22°00′59.374″ 113°17′00.241″ e6 22°00′57.293″ 113°17′24.228″

g3

c14 22°00′57.666″ 113°16′59.979″ e7 22°00′58.450″ 113°17′20.880″

g4

22°00′59.603″

c15 22°00′56.287″ 113°17′00.075″ e8 22°01′00.680″ 113°17′18.390″

g5

22°01′00.287″

g6

22°01′01.831″

其他开放式 2 用海 6.0963 公顷

e9 22°00′57.810″ 113°17′16.470″

d1 22°01′07.772″ 113°17′07.058″ e10 22°00′54.560″ 113°17′15.630″

g7

22°01′03.235″

d2 22°01′07.520″ 113°17′07.650″ e11 22°00′56.730″ 113°17′09.970″

g8

22°01′04.906″

d3 22°01′07.340″ 113°17′08.580″ e12 22°01′00.560″ 113°17′12.480″

g9

22°01′05.234″

d4 22°01′07.352″ 113°17′11.253″ e13 22°01′03.210″ 113°17′15.550″ g10

22°01′05.848″

d5 22°01′09.663″ 113°17′13.679″ e14 22°01′04.920″ 113°17′14.560″ g11

22°01′05.140″

113°17′20.530″
113°17′22.190″
113°17′22.960″
113°17′26.287″
113°17′26.896″
113°17′27.234″
113°17′26.646″
113°17′24.776″
113°17′25.113″
113°17′24.427″
113°17′23.380″

d6 22°01′11.147″ 113°17′15.993″ e15 22°01′04.530″ 113°17′13.380″
d7 22°01′11.664″ 113°17′18.576″ e16 22°01′04.524″ 113°17′11.876″
d8 22°01′12.168″ 113°17′29.027″ e17 22°00′59.063″ 113°17′06.267″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