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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记者魏梦
佳）27日，奥林匹克会旗之旅延庆站活动
在北京市延庆区的八达岭长城脚下隆重
举行，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增
添新的色彩。这是平昌冬奥会闭幕后奥
林匹克会旗抵达北京后的首场活动，其

“中国之旅”由此开启。
27日上午，寒风凛冽，八达岭长城脚

下的望京文化广场上旗帜飞舞，一片欢
腾。500 多名延庆青少年和群众代表与
刚刚载誉归来的平昌冬奥会自由式滑雪
男子空中技巧亚军获得者贾宗洋等运动
员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奥林匹克会
旗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再次来到中
国、来到北京。

在欢呼声中，北京冬奥组委秘书长
韩子荣将奥林匹克会旗交至延庆青少年

代表手中。从平昌到北京，再到延庆赛
区的长城脚下，象征奥林匹克精神的五
环旗迎风招展，成为现场最靓丽的风景。

“接过奥林匹克会旗，意味着冬奥会
进入了‘北京周期’。”韩子荣说，“奥林匹
克会旗之旅在长城脚下开启，必将推动
冰雪运动在北京蓬勃开展，长城脚下激
情的冰雪之约必将点亮青年梦想、推动
地区发展、惠及亿万民众。”

“今天看到五环旗又来到北京，我心
情很激动。”贾宗洋对新华社记者说，“我
将继续努力训练，不断总结经验，调整自
己，争取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尽自己
最大努力再为祖国争光！”

延庆区委书记李志军表示，举办此
次活动不仅是为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普及冬季运动知识，传播北京办奥愿景，

更希望动员赛区各界高标准、高质量完
成筹办工作，确保成功举办一届精彩、非
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当天，延庆首届冬奥文化主题展览
“冬奥·北京与冰雪文化”也同时启动，向
公众全面展示冬奥文化的内涵。据悉，
这项主题展览将每年一届，连续举办五
届，持续至2022年，将打造成为延庆奥运
文化品牌活动。

延庆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三大赛
区之一，将承担高山滑雪、雪车、雪橇比
赛项目，并建设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村等 5大场馆。
今年，延庆将加大推进冬奥会各项筹办
工作，预计到 2019 年底基本完成冬奥会
有关建设任务，保障冬奥会测试赛顺利
进行。

奥林匹克会旗“中国之旅”在八达岭长城开启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26日电 金州勇
士 26 日客场以 125111 大胜尼克斯。“水
花兄弟”都有不错发挥，库里投进21分，汤
普森得26分。

“死神”杜兰特贡献 22分和 9个篮板。
勇士上半时落后一分，但在第三节他们开
启疯狂得分模式，以 3918 单节赢了 21
分，奠定胜局。他们一共投进 15 个三分
球，6 位球员得分上双。尼克斯得分最高
的是后卫穆迪埃，得20分。

12连胜的火箭客场与11连胜的爵士狭
路相逢。爵士一度领先15分，但被火箭以
9685顽强扭转。哈登拿下 26分和 15个
篮板。保罗贡献15分。“饼皇”卡佩拉缺战。

火箭背对背高原征战，体能出现问
题。哈登和保罗两人共9次试投3分，仅中
两个。全队第二节 5 次投射三分全部失
准。但他们防守出色，成为取胜的关键。

猛龙主场以 12394 狂屠活塞，德罗
赞和洛瑞各得 20分，伊巴卡得 19分；德拉
蒙德为活塞拿下 18分和 18个篮板。凯尔
特人也在主场与灰熊的比赛中奏凯，欧文
三节投进 25 分，带领主队以 10998 获
胜。新奥尔良“浓眉巨无霸”戴维斯在对太
阳队的比赛上演恐怖数据，得 53 分，抢 18
个篮板，送出 5 次封盖，力助鹈鹕以 125
116击败太阳。

NBA综合：

勇士大胜尼克斯
火 箭 逆 转 爵 士

2月27日，在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
治县杆洞乡，身着百鸟衣的苗家姑娘观

看节日文艺演出。当日是正月十二，杆
洞乡举行百鸟衣芦笙节，数千名苗族居

民欢聚一堂，吹奏芦笙、跳苗舞、唱苗歌，
欢庆新春。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广西融水：苗族同胞欢庆百鸟衣节

2 月 26 日，卡利亚里队球员巴雷拉
（左）与那不勒斯队球员哈姆西克在比赛中
争顶。当日，在 2017-2018 赛季意大利足
球甲级联赛第26轮比赛中，那不勒斯队客
场以5比0战胜卡利亚里队。新华社发

意甲：那不勒斯胜卡利亚里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记者白瀛、
史竞男）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厉害了，我
的国》将于 3 月 2 日起在全国上映。影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下中
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
部率先；生产总值增速稳居世界第一；蓝
鲸 2 号、蛟龙号、全国银幕数量总和稳居
世界第一；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
网；173 项扶贫政策；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射电望远镜 FAST；高速公路网总里程世
界第一……这些不是孤单的数字和概
念，更是我们生活的缩影。电影《厉害
了，我的国》将把这些成就背后的故事娓
娓道来。

出品方27日在京介绍，影片中不仅记

录了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
国网等一个个非凡的超级工程，还展示了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FAST、全
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 2号”、磁悬
浮列车研发、5G技术等引领人们走向新时
代的里程碑般的科研成果。

影片后半部分则从“小家”的角度切
入，讲述平凡百姓的生活变迁。从基层扶
贫工作人员的生活状况，到筑起世界上最
大的人工林的坝上三代人，再到细致做好
入户工作的健康管理员和保家卫国的威
武之师，记录了我国在扶贫、生态文明建
设、医疗保障、国家安全体制等各方面取
得的成就。

展示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将在全国上映 本报讯（记者张鸿雨）2 月 27
日上午，石龙区2018年庆新春健步
走活动举行，52个单位及部分社区
的 1200 多人走完了全长近 7 公里
的行程。

为丰富职工节日文化生活，
营造团结奋进、欢乐喜庆、昂扬
向上的节日气氛，提升干事创业
的精气神，石龙区委、区政府特
别举办了本次健步走活动。健

步走路线为人民路龙湖广场、滨
湖 路 、中 鸿 路 、西 环 路 、昌 茂 大
道、中鸿路、滨湖路至龙湖广场，
全长约 7 公里。

最终，石龙区夏庄小学的苏俊
超获男子第一名，区文化广播电视
局的李红芳获第二名，市三十二中
的樊高峰获第三名。女子前三名
分别是龙河街道的陈恋英、区统计
局的孙健、市三十二中的王倩。

石龙区举办庆新春健步走活动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曾登上CCTV
春晚舞台、多次获得全国魔术大赛金奖、
被称为“中国的大卫·科波菲尔”的宝丰青
年魔术师丁德龙 2 月 22 日晚在宝丰演艺
中心举行了首场《魔之秀》大型综艺盛典
演出。

整场演出在情景剧《老人与孩子的
对话》中拉开了序幕。接下来，《360 度
钢琴悬浮旋转演奏》《大变活人》《人体
悬浮》《花海传奇》《神秘读心术》等魔术
纷纷登场。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
杂技《摇摆高拐》惊心动魄，让观众大开
眼界。丁德龙表演的魔术节目《德龙
秀》把整场演出推向高潮，惊险刺激当
中更与时间赛跑，奇幻无穷的节目给观
众带来了乐趣与遐想。“爷爷老了，你实
现了爷爷的梦想走上了更大的舞台，为
什么又回来了呢？”“宝丰这么悠久的魔
术，外面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想回到家
乡，为家乡的文化传承做点事，让更多

的人知道宝丰、知道宝丰魔术！”演出的
最后以爷孙俩的对话结尾，首尾呼应的
情景对话也是本场演出的绝妙之处，让
人感动。

这场由宝丰县委、县政府主办的《魔
之秀》大型综艺盛典是市德龙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精心打造的一场魔术、杂技、舞蹈
综艺舞台剧。整场演出以“回家”为主题，
通过魔术、杂技、灯光、舞美等综艺手段，
完整再现人们回家的渴望和回家后的愉
悦心情。丁德龙亲自参与创作和指导整
台节目，并身兼艺术总监和执行导演角
色。节目耗资巨大，经过了两年的筹划和
排练才得以和观众见面，既有魔术世家的
传承对话，又有当代魔术的演变创新，可
谓中西合璧，精彩纷呈。

这场 90 分钟的视觉盛宴，糅合了高
难度特技表演、炫幻的魔术展示，配上绚
烂夺目的舞美及匠心独运的空间设计，完
美演绎出一个穿越时空的魔幻传奇。演

员阵容除了丁德龙领衔主演外，还邀请了
国内众多知名魔术师倾力加盟，同时还有
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等国际演员
倾情互动演出。

近年来，宝丰县委、县政府倾力打造
“中国魔术之乡”的品牌，重视魔术人才的
归乡创业与魔术文化产业的传承与发
展。旨在将《魔之秀》打造成全世界游客
慕名而来的必看节目，并采用市场化运作
模式，在全国各地打造标准化、合作化、资
本化的演艺分剧场，采用“引进来和走出
去”的资源嫁接模式，与全国乃至世界上
知名的演艺舞台剧实行价值交换和资源
共享，把互联网IP打造和共享、分享经济、
直播经济的实际效益落地到《魔之秀》综
艺盛典之中；通过魔术师经纪板块面向世
界各地收授门徒，为企业培养魔术人才，
为《魔之秀》综艺盛典输送专业魔术师，最
终把《魔之秀》这台大型综艺盛典推向全
国、走向世界。

倾力打造“中国魔术之乡”品牌 传承与发展魔术文化

宝丰青年丁德龙“回家”首演《魔之秀》

图为杂技节目《摇摆高拐》田秀忠 摄

新华社郑州2月27日电 （记
者刘金辉）在本赛季中超联赛转会
窗口即将关闭之际，河南建业足
球俱乐部 27 日发布公告称，此前
效力于西甲球队赫塔菲足球俱乐
部的后卫胡安·卡拉正式加盟河
南建业。

28 岁的胡安·卡拉身高 1 米
87，曾效力于塞维利亚、卡塔赫纳、
雅典AEK、卡迪夫城、格拉纳达、赫
塔菲等俱乐部。曾代表塞维利亚

征战欧冠，并帮助塞维利亚获得过
西班牙国王杯冠军。

此外，河南建业还引进了 6 名
国内球员，分别是：北京人和足球
俱乐部原球员韩轩、杭州绿城足球
俱乐部原球员杨国元、葡萄牙贡多
马尔俱乐部原球员希尔买买提·阿
力、青岛黄海足球俱乐部原球员马
兴煜、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原球员
李本舰、梅县铁汉足球俱乐部原球
员顾文祥。

西班牙后卫胡安·卡拉加盟河南建业

据新华社大连 2 月 27 日电
（记者蔡拥军）大连一方足球俱乐
部27日早再次宣布签下两名外援，
为均来自西班牙马德里竞技俱乐
部的扬尼克·卡拉斯科和尼古拉
斯·盖坦。俱乐部同时在另一则声
明中，辟谣称未与任何外籍教练团
队接触。

大连一方俱乐部在官方发布
中说，这两名外援均是26日完成签
约的，加上23日签下的何塞·冯特，
冲超后的大连一方俱乐部在短时
间内签下了3名外援。

俱乐部发布的消息显示，卡
拉斯科，出生于 1993 年 9 月 4 日，
身高 1 米 81，场上司职边锋，比利
时现役国脚，已代表国家队出场

22次，攻入 5球。卡拉斯科带球推
进速度快，左右脚能力均衡且脚
下技术娴熟，西甲赛场上经常上
演利用自己美妙的脚下技术完成
过人摆脱，为队友送上助攻好戏，
本赛季在各项赛事代表马德里竞
技登场 28 次，攻入 4 球并奉献 7 次
助攻。

另一名外援尼古拉斯·盖坦，
身高 1米 73，场上司职边锋及攻击
型中场，阿根廷国脚，已为阿根廷
国家队出场 19 次，贡献 2 粒进球，
以及 3次助攻。盖坦意识上佳，技
术细腻，左脚能力尤为出色，拥有
一脚精准的任意球绝技，两个赛季
代表马竞出场49次，其中本赛季出
场13次。

辟谣称未与外籍教练团队接触

大连一方签下卡拉斯科、盖坦

据新华社上海 2 月 27 日电
（记者吴霞 朱翃）中国足协27日在
上海召开 2018 赛季职业联赛动员
大会。记者获悉，新赛季中超将加
大处罚力度，启用视频裁判（VAR）
及附加助理裁判技术（AAR），暴力
行为直接驱逐。

在当天的动员大会上，中国足
协裁判管理部主任谭海作为代表
宣讲了 2018 年中国足协各级足球
比赛裁判执法要点。谭海表示，新
赛季将坚决贯彻廉洁、公正、严肃、
认真、严格、准确的裁判工作方针，
尊重比赛事实，尊重运动员教练员
及其他相关人员，努力保障比赛公
正、顺利进行。

新赛季中超对严重犯规、暴力

行为等都将加大处罚力度，对危及
对方球员安全、野蛮动作抢截、单
腿或双腿蹬踹动作、攻击对方头部
等，不管是否有身体接触，都“必须
视为严重犯规”，直接出示红牌，不
得降格处理。另外，在球场上无论
是球员、俱乐部官员、行政官员、观
众等任何人有暴力行为，都将会被
直接驱逐出场。

此外，2018新赛季中超将启用
视频裁判及附加助理裁判，并强调
视频助理裁判技术的使用范围，即
只有在进球、判罚点球、直接红牌和
处罚对象错误的情况下使用裁判视
频回放功能。无论是否使用该技
术，裁判员都需要先作出决定，而不
是将决定权交给视频助理裁判。

暴力行为直接驱逐

新赛季中超启用视频助理裁判

新华社巴西利亚2月26日电
（记者张启畅）巴西巴伊亚州警方
26日表示，将开始调查该州新水源
竞技场建设过程中的贪腐问题，调
查同时涉及前州长雅克·瓦格纳。

巴伊亚州警方公布的文件显
示，新水源竞技场最终的工程造价
大大超出预期，预计差额达 4.5 亿
雷亚尔(约合 8.8 亿元人民币)。警
方同时认为前州长瓦格纳在这一
过程中收受了球场建造商奥德布
莱希特公司的贿赂，涉及金额约为
8200万雷亚尔。

警方在此前已对瓦格纳的住
处进行了搜查，获得了文件以及高
档手表等物品。警方表示，有证据
表明奥德布莱希特公司通过选举
献金、亲属转交等形式向瓦格纳进
行了贿赂。

当天，瓦格纳举行新闻发布会
表示，自己从未收受过任何钱财，
警方的指控毫无根据，并称这只是
为了“博人眼球”。据了解，瓦格纳
于 2007年至 2014年担任巴伊亚州
州长。

奥德布莱希特公司在当天发
布公告，表示正配合相关调查。

新水源竞技场位于巴伊亚州
州府萨尔瓦多，其前身因在2007年
看台垮塌致人死伤的事故后被关
闭，并在 2010 年被拆除重建，工程
于2013年结束。此后，该球场举办
了 2013 年联合会杯、2014 年世界
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比赛。

巴西媒体此前报道，2014年世
界杯的12座球场中有10座在此前
新建或改造的过程中出现超支、贿
赂、招投标违规操作等问题。

巴西警方调查世界杯球场贪腐案

▶2月 27日，纪录电影《厉害了，我
的国》首映礼在北京举行。图为出席首
映礼的嘉宾合影。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记
者白瀛）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眉
山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出品的
话剧《苏东坡》将于3月3日、4日在
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该剧全国
巡演第二站。

该剧通过对苏轼宦途、诗路、
情感等方面的立体呈现，展示了一
个乐观豁达、才华横溢、守正不阿、
为民造福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
家的形象。

四川人艺院长罗鸿亮 27 日在

京介绍，话剧以苏东坡的宦海沉浮
为线索，主要讲述经历乌台诗案被
贬后，苏东坡辗转黄州、惠州、儋州
三地的故事。

据介绍，话剧《苏东坡》中一边
上演古人古事，一边穿插着今人今
论，戏剧内容和评述相结合，尤其
是剧中还有主人公故乡眉山的方
言俚语，饶有趣味且平易近人，彰
显了巴蜀地区的人情风貌。

该剧2月7日在成都首演并拉
开全国巡演序幕。

四川人艺话剧《苏东坡》巡演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