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E组第5轮比赛中，提前两
轮晋级的拜仁客场2∶1力克基辅迪
纳摩，以五连胜继续位居 E 组第
一。本赛季，莱万（左图）连续第9
场冠军联赛进球，场均制造2球，火
力十足。

0∶0战平本菲卡的巴萨以2胜
1平2负积7分排名小组第二，领先
排在第三位的本菲卡2分，最后一
轮他们将赴客场挑战已经出线的德
国球队拜仁慕尼黑。加泰罗尼亚球
队需在慕尼黑全力求胜，才能确保
一张16强入场券。

（中新）

莱万连续9场进球

拜仁笑“纳”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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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中怡国际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业务专用
章（2）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红色江山酒业销售有限

公司珠海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40000017
0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王星设计工程（珠海）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慕莱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横琴保晴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凌致达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40400000368939；遗失税务
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遗失公
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伊佧化妆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图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40067159961
6M；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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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11
月22日-24日，2021年珠海市民
健身运动会“中国体育彩票杯”气
排球比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
行，来自全市21支队伍的155名
选手参与角逐。

本次赛事由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市体育总会指导，市气排
球协会主办。赛场上，男队员们精
神抖擞，女队员们英姿飒爽，大家

奋勇争先，团结共进，赛场洋溢着
快乐积极、健康向上的氛围。

气排球运动是一项集运动、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群众性体育项
目，也是大众喜闻乐见、参与度高
的一项非对抗性团队项目，具有简
单易学、受伤风险概率低、强调团
队合作意识、参与面广等特点，是
一项各个年龄段都能参与的团队
运动。

集运动休闲娱乐为一体

155名选手参加
市民健身运动会气排球比赛

11月24日16时43分，据猫眼
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长津湖》含
预售票房已超56.94亿元，正式超
越《战狼2》于2017年创下的中国
影史纪录，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首。

影片《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
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
景，全情全景地还原了这场史诗战
役，表现了志愿军战士服从命令决
不退缩的精神，不惧强敌敢于战斗、
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自从9月

30日《长津湖》在内地上映以来，累
计打破了近30项中国影史纪录。
影片中，宏大的战争场面、感人至深
的战友情谊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
象。吴京、易烊千玺、胡军等演员在
这部群像戏中演绎出了中国军人的
精气神。如今，电影《长津湖》又超
越《战狼2》，正式登顶中国影史票
房榜首。而根据猫眼专业票房预
估，《长津湖》的票房最终或将达到
57.34亿元。 （新华网）

突破56.94亿元！

《长津湖》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

据悉，作为《长津湖》的续集，电
影《长津湖之水门桥》日前也已官
宣。《长津湖之水门桥》依然保持《长
津湖》原班人马，于冬担任出品人及
总制片人，黄建新任总监制，陈凯
歌、徐克、林超贤担任监制及导演，
兰晓龙任编剧，吴京、易烊千玺领衔
主演，朱亚文、李晨、胡军、段奕宏、
韩东君、张涵予等主演。电影《长津
湖之水门桥》将以抗美援朝战争第
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
讲述在结束了新兴里和下碣隅里的

战斗之后，七连战士们又接到了更
艰巨的任务。

影片总制片人、博纳影业集团
董事长于冬透露，《长津湖之水门
桥》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在今年年初
拍摄完毕，由于季节变换的原因，有
些戏份将延续到冬天拍摄。今年入
冬后，全体主创将再度集结，继续拍
摄完余下的部分。“《长津湖之水门
桥》将把七连的故事完整呈现出来，
让人们看到，他们为何被称作‘钢七
连’！”于冬说。 （诗浩）

“七连”原班人马再度集结

《长津湖之水门桥》正式官宣

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2021世
界交响乐北京论坛”将于11月29
日至 30 日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
行。据了解，本届论坛主题为“蓄势
谋远·共创未来”，来自全球五大洲、
20余个国家和地区，70家国际艺术
机构，百余位交响乐领域行业代表
将齐聚云端，共同探索交响乐未来
发展新可能。

交响乐作为人类文明共有的精
神文化财富，展现着不同民族、不同
地域、不同时代的精神气质和文化
特色。为进一步深化交流互鉴，推
动行业运营经验分享，“2021世界
交响乐北京论坛”将首次以视频会
议的方式举行，海内外交响乐领域
同行将深入交流、深化合作，为交响
乐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启示和对
策。

“2021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
旨在研究和探讨国际交响乐领域的
发展趋势及前沿议题，促进交响乐
事业的跨地域和跨产业融合发展。
会议将围绕“交响乐的可持续发展”

“交响乐团与剧院：构建城市文化地
标”两大议题展开讨论，包括“青年

艺术家的培养和扶持”“新作品的委
约和推广”“交响乐与科技赋能”等
方向的话题。

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德国
柏林爱乐乐团、荷兰皇家阿姆斯特
丹音乐厅、德国德累斯顿音乐节等
一流乐团、艺术机构的掌门人，以及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
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等
国内知名院团、行业机构、艺术院校
等各领域代表及艺术家，将在30日
的分论坛中展开对话，深入探讨当
今交响乐行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朱敬表示：
“在主旨发言和分论坛当中，有近
30位嘉宾将发表演讲，他们分享对
艺术的理解，在运营方面的经验，
在应用新技术、扩展新观众、扶植
青年艺术家等方面的实践和见解，
都将为世界交响乐的发展带来新
思路、新启发、新路径，期待这次论
坛成功举办，能够密切合作共赢，
提振行业信心，共同促进全国交响
乐的繁荣发展，共同推动我们的文
化繁荣兴盛。”

(新华网)

“2021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即将开幕

百余位交响乐行业代表齐聚云端

11月24日凌晨，2021赛季亚
冠联赛决赛在沙特豪门利雅得新月
同韩国球队浦项制铁之间展开。最
终，利雅得新月以2：0战胜浦项制
铁，斩获队史第四次亚冠冠军，自
2019年后再次夺冠，三年内两夺亚
冠。利雅得新月后卫纳赛尔·达瓦
萨里开场16秒便攻入一球，这粒进
球打破了尘封16年的纪录，成为亚
冠决赛历史上最快的一粒进球，而
前广州城的韩国外援张贤秀也随队

夺得亚冠冠军。
至此，利雅得新月超越本次决赛

的对手浦项制铁，成为获得亚冠冠军
次数最多的球队（包括亚冠的前身亚
洲俱乐部冠军杯以及亚洲冠军俱乐
部杯），他们也成为亚冠历史上首支4
次夺冠的球队。利雅得新月在1991
年、2000年、2019年和2021年夺得
亚冠冠军，此外，这支沙特球队还曾
四次获得亚冠亚军。

（中新）

达瓦萨里开场16秒闪电破门

利雅得新月夺得2021亚冠联赛冠军

4∶0！梦中“老妇人”被打醒
尤文遭遇队史欧冠改制后最大比分失利

2021-2022赛季欧洲冠军联赛小组赛北京时间

11月24日展开第五比赛日的角逐，切尔西主场4：0

战胜尤文图斯，报了客场失利的一箭之仇。这场比赛

也是尤文自2004年2月0：4不敌罗马的比赛以来，

首次在正式比赛中净输给对手4球以上。

只需要1分就可确保16强席
位的切尔西当日主场4∶0横扫防线
集体梦游的尤文图斯，送给“老妇
人”在改制后的欧冠历史中的最大
比分失利。就双方整场比赛的表现
来看，这是一场一方完完全全击倒
另一方的比赛。

第25分钟，鲁迪格助攻中路无
人防守的查洛巴，后者侧身凌空扫
射为“蓝军”力拔头筹。易边再战后

11分钟，近来极有准星的詹姆斯得
球劲射将比分扩大为2:0。仅2分
钟后，切尔西又在尤文禁区内打出
配合，最终由无人盯防的奥多伊推
射破门。终场补时阶段，维尔纳中
路包抄打空门得手，将比定格在
4:0。卫冕冠军就此拿下八分之一
决赛入场券，并且依靠净胜球优势
力压尤文，升至H组头名。

（晶晶）

主场四球大胜斑马军团

“蓝军”展现卫冕雄心

90分钟比赛战罢，尤文直接制
造了一场0∶4的惨案。赛后，尤文
数据更是十分寒酸：射门 8∶21，
射正 2∶8，角球 3∶13，危险进攻
25∶63，在进攻端，切尔西完全压制
了尤文。

以上数据对于尤文来说，显得

有点落寞，但也是真实实力的体现，
首回合比赛，尤文在主场虽然1∶0
赢了，但赛后数据单上，尤文的数据
也不如切尔西。而本场比赛的交
手，尤文几乎是躺在地上挨揍的份
儿，切尔西球迷嘲讽：两队根本就不
在一个级别。 （婉婷）

尤文图斯被打回原形

切尔西球迷嘲讽：不在一个级别

如今的尤文硬实力确实不如卫
冕冠军切尔西，本赛季的尤文在联
赛表现就很挣扎，虽然在欧冠4连
胜提前出线，但球队在面对顶级强
队上，表现就很糟糕了，在联赛面对
AC米兰、国际米兰、那不勒斯都没
赢球，本周末回到联赛对阵亚特兰
大，也是凶多吉少。失去C罗后，尤
文的进攻能力直接下滑一个档次。

C罗离队后，尤文图斯没能第
一时间买到与C罗同一级别的锋线
球员，只能是把出售在外的自家青
训小将莫伊塞·基恩给买了回来。
在之后的赛季中，基恩代表尤文图
斯在各条战线出场9次，只取得2
粒进球，与C罗的进球效率差之甚
远。

而在曼联，虽然C罗继续稳定
地进球，但他的存在是否会影响球
队的发展也存在争议。这位葡萄牙
王牌希望在职业生涯中再次赢得金
球奖，但重返老特拉福德目前看来
无助于他实现这一目标。平心而
论，C罗转会曼联没有赢家：他和尤
文图斯什么都没有得到。 （小逊）

C罗从尤文转会曼联是一笔三输的交易

离开都灵真的值得吗？

英超近7轮曼联五败，48岁的
索尔斯克亚21日“下课”。临时由
卡里克带领的“红魔”24日客战比
利亚雷亚尔。尽管控球率和射门
次数都略逊于主队，但曼联门将德
赫亚两次精彩扑救力保城池不失，
C罗和小将桑乔则在比赛尾声先后
破门。

第78分钟，曼联趁主队门将传
球失误前场断球，C罗吊射打破场上
僵局。12分钟后，曼联快速反击，桑
乔接费尔南德斯中路分球禁区内劲

射，皮球击中横梁后弹入网窝。
2∶0获胜后的曼联以3分优势

领跑F组，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
下个月的最后一轮较量，曼联

将主场迎战以4分在小组垫底的年
轻人队，7分在握的比利亚雷亚尔
则将客场对阵只落后他们1分的亚
特兰大。

而在G组的一场比赛中，西班
牙球队塞维利亚主场2∶0击败德国
球队沃尔夫斯堡，目前两队在小组
积分榜上分列三、四位。 （马克）

换帅如换刀

卡里克取得开门红
曼联晋级淘汰赛

连进四球，幸福来得太突然！

C罗昔日帮助尤文夺得意大
利杯冠军。

“每一位先辈都是平凡中的伟
大，每一位功勋人物的故事都值得
被记住”“点燃了我的爱国情”“这才
是我们该追的星”……11月 21日
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导下，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联
合央视创造传媒、中国国家话剧院
共同打造的原创大型文化节目《故
事里的中国》第三季首播，让百年传
承的故事在跨时空的真情演绎中，
深深打动了当代青年。节目在播出
当晚，同时登上微博综艺影响力榜
和综艺话题榜双榜第一位，收获了
全网近20条相关热搜热榜，截至目
前，微博话题总阅读量近2亿，视频
总播放量破千万。

本季节目围绕建党百年题材，走
近瞿独伊、李宏塔、彭士禄、张桂梅、
辛育龄、樊锦诗等时代人物，并用“双
时空+双舞台”的创新表达，讲述具有
传承性、代表性、典型性、传播性的人
物关系和时代故事，重温薪火相传百
年路，鼓舞砥砺奋进新征程。

从2019年10月首播起，《故事
里的中国》就把“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作为自己的创作使命。两季以
来，从杨子荣、路遥、江姐、焦裕禄、

邓稼先，到黄文秀、钟南山、都贵玛、
雷锋、南仁东……节目以文艺为媒
介，重点聚焦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以及“共和
国勋章”“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

“全国劳动模范”等国家级荣誉的获
得者，讲述有血有肉的时代人物和
荡气回肠的中国故事。

11月 21日播出的首期节目，
聚焦“七一勋章”获得者瞿独伊的人
生故事，就在11月5日，瞿独伊刚
刚度过了百岁生日。这位与党同龄
的优秀党员，不到7岁就跟随父母
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14岁那
年父亲瞿秋白牺牲；28岁那年在开
国大典上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毛主
席讲话；29岁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驻
外记者……一枚“七一勋章”，凝结
了瞿独伊赓续红色血脉、矢志不渝
奋斗的信仰。

《故事里的中国》在坚持“一戏
一格”的基础上，创新设计历史空间
和现实空间两大舞台，让历史英雄
榜样和新时代栋梁的两条故事线交
汇进行，打破时空界限，增强故事张
力，使百年党史中不同时期继往开
来的传承故事相互辉映。（央广网）

《故事里的中国》第三季开播

让时代人物点燃爱国情

尤文主帅阿莱格里很受伤：输了四个球，丢人丢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