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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度寒假
欢乐过春节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白
瀛）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用《乡愁四
韵》怀念老师余光中；88岁钢琴家巫漪丽
隔空演奏《梁祝》述说经典；大山里的孩
子 泪 水 涟 涟 随 支 教 老 师 梁 俊 演 唱

《苔》……央视在春节期间推出的诗词文
化类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将用现代
方式带给观众来自传统文化的感动。

央视综合频道总监张国飞日前在京
介绍，《经典咏流传》将古诗词和近代诗
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由音乐人现场演
绎，撒贝宁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
震、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主持人曾
宝仪、音乐人庾澄庆组成鉴赏团，将于16
日正月初一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节目录制现场，胡德夫演唱了用少
数民族古调为马致远词谱曲的《来甦·秋
思》。“这首歌是我们表达思念的时候会
唱的，其中蕴含着一股悲怆之意。我的
一位长辈，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著名诗人

余光中老师，前些日子离开了我们。我
希望将这首歌唱给他听。”

胡德夫大学时读外文系，修过余光
中的课，对他音乐创作影响很大。节目
录制现场，他特意又演唱了一首余光中
作词的《乡愁四韵》。

88 岁的巫漪丽是中国第一代钢琴
家，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
钢琴演奏部分的首创者及首演者。由于
年事已高，定居新加坡的巫漪丽通过视
频连线在录制现场再现了这首钢琴曲，
并配以合唱团在北京演唱的古诗“君生
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巫漪丽说，《梁祝》是中国人最熟悉
的民间故事之一，小提琴协奏曲作为共
和国10周年献礼作品，钢琴部分是她根
据总谱花了三天三夜写好的。“每一个音
符都深深地刻进了我的生命，它就是我
一生的经典。”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

米小，也学牡丹开。”已经与支教老师梁
俊分别两年的孩子们，再次与老师合唱
起这首清代袁枚的小诗《苔》时，都已泣
不成声。

2013 年，梁俊和妻子去贵州石门坎
支教，他发现乌蒙山里的这些孩子学汉
语很困难，所以他用吉他弹出这些诗词，
没想到孩子特别喜欢，两年多时间他们
记住了一百多首诗词。梁俊说，大山里
的孩子就像苔花一样，虽然很小，也要学
牡丹一样勇敢地开放。

康震说，《经典咏流传》文化底蕴十
分深厚，每一首歌和每一首诗的背后都
有一段人生，而每一段人生的背后承载
的是辉煌或失落，但都与亘古绵延的文
化传统相连接。“这些诗歌跨越千年之
后到达现代，无论承载的是辉煌还是失
落，都变成无以复加的精神财富和文化
遗产，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骄
傲。”

诗词跨越千百年来感动你

央视春节推出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

新华社平昌2月13日电（记者苏斌
周凯）中国队单板滑雪项目奖牌零突破的
目标 13 日在韩国平昌凤凰雪上公园实
现。刘佳宇在女子 U 型场地决赛中以
89.75分摘得银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平
昌冬奥会上的第一枚奖牌。

刘佳宇第一轮整套动作干净利索，看
到大屏幕上85.50的分数时，颇感满意的她
面对镜头兴奋地晃动着身体。预赛排名第
一的美国“00后”选手克洛伊·金最后一个
登场，首轮她接连做出900度和720度的动
作，飞起高度方面同样出众，一举拿下
93.75分暂居第一。

其他几位决赛选手在动作难度和飞起
高度上相差较大，金牌争夺战就在刘佳宇
与克洛伊·金两人之间展开。第二轮更进
一步交出89.75分的答卷后，刘佳宇在第三
轮完成一个900度动作时出现失误。

2000年出生的克洛伊·金在锁定金牌
的情况下，又在第三轮用一套近乎完美的
动作拿下98.25的全场最高分。

铜牌被同样来自美国的戈尔德摘得，
成绩为85.75分。另一位中国队选手蔡雪
桐前两轮出现不同程度失误，最终凭借第
三轮的76.50分排名第五。

新华社西安 2 月 13 日电
（记者蔡馨逸）作为汇聚“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文艺的新春晚会，
以“丝路情 中国融”为主题的

“2018 丝路春晚”将于 2 月 17 日
大年初二播出。

时长 4 个小时的晚会分为
“丝路梦想——五彩斑斓映丝
路”“丝路辉煌——五色缤纷
颂丝路”“丝路重光——五岳
三川耀丝路”三个章节。来自
中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伊

朗、埃及、乌克兰、蒙古国等国
的著名歌手、演员，用歌曲、小
品、舞蹈等 30 余个节目展现丝
路民俗风物和流传千年的文
化遗产。

该台晚会由陕西卫视联合
甘肃卫视、宁夏卫视、青海卫视、
福建东南卫视、广西卫视、新疆
卫视，以及俄罗斯、匈牙利、哈萨
克斯坦、尼泊尔等国的丝路国际
卫视联盟台共同打造，并将在黄
金时段同步播出。

“2018丝路春晚”大年初二播出

新华社平昌2月13日电（记者吴俊宽）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13日发表声明称，日本男
子短道速滑选手斋藤慧在平昌冬奥会前的
赛外药检中被查出兴奋剂阳性，目前他已离
开日本冬奥代表团。这也成为平昌冬奥会
期间爆出的第一例兴奋剂违规事件。

据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透露，斋藤慧是在
刚刚抵达平昌奥运村后不久接受药检的，随
后被查出利尿剂阳性。该物质因为可以作
为其他违禁物质的遮蔽剂而被列为禁药。

尽管斋藤慧表示自己对药检结果“感
到震惊”，但日本代表团方面称目前他已

“自愿”离开了奥运村。在进一步调查结果
出来之前，斋藤慧将被临时禁赛。

据日本代表团介绍，现年21岁的斋藤慧
此次是作为男子5000米接力项目的替补来
到平昌的，目前他还没有在平昌参加过比
赛。斋藤慧来自短道速滑世家，他的姐姐斋
藤仁美此次也入选日本队参加平昌冬奥会。

平昌冬奥会现首例兴奋剂违规

日本短道选手药检阳性

平昌冬奥会女子U型场地刘佳宇摘银
中国单板滑雪实现奖牌突破

2月13日，观众在狗年犬文
物展上观看清代狮形压球卷尾
石狗。

当日，“金犬望福——狗年
犬文物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
展。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海南举办狗年犬文物展

新华社伦敦2月12日电 因
为遭遇连败而面临“下课”危机
的孔蒂终于赢得宝贵的喘息之
机。12日，他率领切尔西队主场
以 3:0 击败西布罗姆维奇，积分
重返英超排行榜前四。

阿扎尔是切尔西本场胜利的
英雄。他在第25分钟时与吉鲁做
出漂亮的撞墙配合，率先破门。
第71分钟时，他又接莫拉塔的传
球劲射得分，为切尔西锁定胜局。

第63分钟时，切尔西利用一
次漂亮的配合撕开对方防线，由摩
恩打进本场比赛的另一个进球。

孔蒂赛后表扬了球队的战
斗精神。他说：“我们必须为拿
到三分感到高兴。毫无疑问，我
认为我们可以踢得更好。我们
可以踢得更有信心。在两连败
后，我感觉我们的信心在下降。
我们这场比赛刚开始踢得有些
辛苦。”

“然后我们进球了，我们掌
控了比赛，控制了局面，创造了很
多机会。”孔蒂说，“球员们在比赛
中展现出战斗的、力争三分的欲
望，这是非常积极的一面。现在，
我们必须这样坚持下去。”

切尔西主场击败西布罗姆维奇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记者郑道锦）中国足协13日公
布了2018 赛季中超联赛正式赛
程，3 月 2 日开始，11 月 11 日落
幕，开幕式将于 3 月 3 日在天津
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揭幕战在
天津泰达与河北华夏幸福之间
展开。

除了揭幕战之外，首轮还有
广州恒大淘宝主场对阵广州富
力的广州德比，以及山东鲁能泰

山主场对阵北京中赫国安两场
焦点战。

根据赛程，在联赛倒数第三
轮，恒大将在主场对阵有望成为
其夺冠劲敌的上海上港，届时若
两队积分差距还没有拉开，或将
上演一场争冠好戏。

由于今年6月至7月中旬有
俄罗斯世界杯，中超联赛从5月
20日之后将休战近两个月，避免
和世界杯冲突。

2018赛季中超赛程公布

新华社华盛顿2月 12日电 勇士 12
日主场大开杀戒，以 12983 痛击太阳，
取得三连胜。马刺客场最后一击失利，以
99101两分之差惜败给爵士。

勇士主力球员库里、杜兰特和汤普森
都只打了前三节比赛，分别拿下22、17和
16分。两队实力差距明显，到第三节结束
时，勇士以9971领先了28分，剩下的比
赛变成了替补球员表现的时间。

爵士主场和马刺陷入苦战。马刺第四
节还剩将近 9 分钟时，以 8573 领先 12
分。但他们随后抵挡不住爵士发起的疯狂
反击，比赛结束前竟然以 99101 落后。
当时他们还有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但在对
方的严防死守下没能把球投进，饮恨惜败。

在当日进行的其他几场比赛中，鹈鹕
客场以 118103 击败活塞。“浓眉哥”戴
维斯无所不能，篮下强攻无解，三分远投
精准，一共拿下38分，另加10个篮板。快
船也在客场奏凯，以 114101 击败了篮
网。公牛和 76 人全都主场获胜，分别以
105101 和 10892 击败了魔术和尼克
斯。

勇士痛击太阳
马刺惜败爵士

俯身扫了一下雪板上的雪，刘佳宇抬
头对着镜头露出迷人的微笑。

驾上雪板，冲下赛道，跳跃，旋转，空
中画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89.75 分，中国姑娘摘得平昌冬奥会
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银牌。

三届奥运，在年少成名，又经历伤痛、
跌入低谷后，对单板滑雪的热爱和不懈坚
持终于使刘佳宇在 25 岁的时候梦想成
真。她完成了中国在单板滑雪项目上冬
奥会奖牌“零”的突破，同时为中国代表团
打开了平昌冬奥会的奖牌之门。

下了赛道的刘佳宇笑得特别开心。
她说：“今天总体来说就是做自己，我也做
到了，然后去享受这个比赛。”

从练武术的“小丫”转行踏上雪场，中
国单板“一姐”的运动生涯跌宕起伏。

2003年，刘佳宇误打误撞地被带进了
刚刚组建的哈尔滨单板滑雪队，连滑雪都
不会的 11 岁小姑娘就这样懵懂地入了
行。那一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决定开展单板滑雪项目，刘佳宇成为
最早一批国家集训队成员之一。

“刚开始不是特别喜欢，练得特别辛
苦。学习这个项目的历史和文化，学习英
文，和朋友们讨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项
目里找到自己的成就感，体现了个人的价
值，然后就越来越喜欢，越来越热爱，到最
后拔不出来了。”

开始爱上单板的刘佳宇逐渐展现出
她的天赋。2005 年，年仅 13 岁的她获得
个人第一个全国冠军。四年后，17岁的刘
佳宇世锦赛夺冠，一举成名。2010年的温
哥华冬奥会，她排名第四。

然而，温哥华冬奥会后，刘佳宇左肩
受伤，经历了两次大手术才踏上了索契的
赛场，结果在那届冬奥会上仅排名第九。
此后，经过第三次手术治疗的刘佳宇重回
赛场，夺得2016年全国冬运会冠军。2017
年札幌亚冬会，刘佳宇凭借潇洒完美的动
作一举夺冠。

谈到坚持的动力，刘佳宇笑着说：“第
三届奥运会了，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比较
清楚，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我对自己充满
信心，所以一直到现在，一身伤病，反反复
复，离开回来，离开回来。心态来自我当
初的一个决定，我喜欢它，我就继续它，只
要做好每一天，成与败我都认了。”

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刘佳宇说，
现在还没想太多。“单板滑雪是我的最爱，
我会一直滑到老！”

据新华社长春2月13日电
（记者赵丹丹）13 日，由长影集
团、北京忠石影业联合出品的电
影《黄大年》在长春进行主体戏
份的首场摄制。此前，该剧组已
完成在广西黄大年故乡的摄制
任务。影片预计于3月底拍摄完
毕，8月中旬与观众见面。

演员张秋哥告诉记者，为了
演好大年，他在吉林大学生活了
很长时间，重走黄大年的生命过
程，试图走近黄大年的灵魂深处。

据该片导演成科介绍，影片
的全部拍摄时间50多天，实景拍

摄结束后，还将进行为期4个月
的特效制作，黄大年生前参与的
许多高端科研项目将通过特效
形式在影片中充分展示。

黄大年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
学家，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
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为我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
防安全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7 年 1 月 8 日不幸因病去世，
年仅58岁。黄大年同志去世后，
被中宣部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
号，中国科协、科技部追授黄大年
同志“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

电影《黄大年》主体戏份在长春开拍

2月13日，中国选手刘佳宇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

喜欢，就滑到老！

·平昌冬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