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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随时、随地投注，猜球、刮奖、玩乐透，体彩
“手机在线”就是让你这么任性！

体彩“手机在线”下载流程：扫码→输入手机号→【验证
码】→身份证号→（提交成功后）下载安装切记：填写验证码
要一次成功，使用手机自带浏览器（不要用QQ浏览器）！！！
注意：必须用山东省内的借记卡，用
于奖金发放。

特别提醒：苹果系统用户安装
完成后提示“未受信任的企业级开发
者”的提示时，点击“设置”-“通用”-

“设备管理”或“描述文件”-选择
“Beijing Yipingtai Technolo-
gy Co., LTD”-点击“信任”即可使
用。

足不出户 轻松购彩

体彩“手机在线”
玩转指尖上的精彩

招远阜山持续发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

（通讯员 张峻玮）今年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阜

山镇党委坚持党委领导、分级负责，始终

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最大政治责任，严

格执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多措并

举确保贫困户档案齐全完整、分类科学、

排列有序。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解决贫困人口的就医用药问题。确保符

合条件贫困人口兜底保障不漏一户、不落

一人。目前全镇享受低保五保待遇的贫

困户共158户，实现了应保尽保。于4月

份对全镇218户贫困户住房再次进行安

全等级鉴定，并投入11余万元对20户贫

困户住房进行修缮。

招远经济技术开发区
与幸福连城集团

签署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
（通讯员 陈玉鹏）6月17日，招远连

城国际电子信息产业园招商项目座谈及
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招远连城国
际电子信息产业园由开发区委托东鑫
公司与幸福连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连城集团”）合作建设，以招远
中德新材料产业园区为项目选址，由连
城集团投资打造集研发创意、智能生产
制造、服务配套、绿色生态为一体的现代
化特色城市电子信息产业园。

据悉，该项目建筑规模为地上建筑面
积约30万平方米，占地约380亩，分三期
建设完成（其中一期约100亩，二期约100
亩，三期约180亩）。该产业园引进项目方
向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及智慧海洋研发应

用，电子信息新材料、海洋新材料、高端装
备制造、战略性新兴制品等产业以及高端
服务业为主。该项目借助连城集团自身
产业优势对项目进行招商及运营管理，以
保障园区有较好的入驻率及运营环境。

招远辛庄脱贫攻坚
培训扶贫干部

（通讯员 李林婧）为全面提升脱贫攻坚
工作水平，近日，辛庄镇开展了新一轮脱贫
攻坚政策业务知识培训，本次培训就扶贫干
部的职责和任务做了重点强调，对包村干
部、帮扶责任人入户工作进行了专题培训。

本次培训内容共有查看户中档案资
料情况、查看各项政策落地情况、查看人居
环境情况，如房屋安全、室内院落卫生、入
户路情况等。通过培训，辛庄镇的包村干
部、帮扶责任人对扶贫工作有了更加深入
的了解，为脱贫攻坚顺利收官奠定了基础。

位于山东省招远市金辉路与温泉路
交叉口西北角的商业物业，系由我司依据
2016年9月13日与招远佳恒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恒公司”）、红星美凯
龙成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委
托经营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委管合
同》”），拟受佳恒公司委托经营管理的物
业，并非红星美凯龙自建物业。

因佳恒公司申请提前解除《委管合
同》，我司已于2019年3月26日与佳恒公
司签署终止协议，不再对上述物业进行经
营管理，同时约定佳恒公司应在2019年3
月31日前将摘除“红星美凯龙”店招以及
其他带有“红星美凯龙”字样或标识的载
体。然而，在双方协议终止的情况下，佳
恒公司拒不履行约定，仍然以“红星美凯
龙”的名义继续经营上述物业，为避免消

费者发生误认与混淆，我司已于2019年
下半年通过行政投诉的途径，拆除带有

“红星美凯龙”字样的店招，但因佳恒公司
拒不配合，商场内外的大量带有我司标识
的载体仍未被拆除。

我司在此郑重声明：1、上述物业系佳
恒公司独立开发，与我司无任何关系，且
我司及相关关联公司亦未曾以任何形式
投资、开发上述物业。2、佳恒公司在《委
管合同》已终止的情况下，仍然以我司名
义经营上述物业，已经对我司构成严重违
约及侵权，我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
权利。同时我司告诫所有该物业的投资
者与消费者，目前其所有销售行为与经营
管理行为概与我司无关，请认清开发销售
主体，慎重作出消费决策，避免给自己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招远分公司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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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模式”致敬“抗疫英雄”

“我们此次演出，采用环境戏剧的模
式，一改大众认知的话剧演出形式。”闻笛话
剧团团长王静对记者说，讴歌英雄是艺术工
作者的天职。

“此次《惊蛰》的创作，是我们发自内
心的讴歌奋斗在抗疫一线的英雄，赞美了

‘抗疫英雄’的事迹。以艺术的形式歌颂
大爱、奉献、忠诚、担当等高贵品格，鼓舞
民众抗疫防疫的信心，是此次主题创作的
自觉选择。更是发掘了防疫工作中的凡
人壮举，并由此升华为对人生境界的反
思。”她说。

防疫知识的科普，防疫政策的宣传，对
于战胜疫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科学
知识和政策措施插上文艺的翅膀，更容易被
人们接受，也更容易得到落实。此次《惊蛰》
的创作中，用话剧这种特有的艺术形式更加
直观地去普及防疫知识和宣传防疫政策。
囊括了戴口罩、洗手、不要聚集、不信谣不传
谣、致敬“抗疫英雄”等一切防疫“硬核”措施
和“走心”倡导，还提出“病毒听听蛮吓人，其
实不要担心”，以及“团结一心风雨同舟雨
过天会晴”的展望。

“特殊形式”降低“观看门槛”

“疫情从武汉开始，也在武汉肆虐。武
汉，这座英雄的城市，时刻牵动着文艺工作
者的心。”导演兼编剧任卫强认为，在这次
《惊蛰》的创作中，“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成
为作品表达的心声。

“我们通过多种表现形式合力，让整部
作品的艺术特色更加鲜明。”他说，这次《惊
蛰》的创作采用了线上网络和传统的线下观
众观看两种表现形式，打破了传统舞台剧的
限制，降低了观众观看的门槛，让更多人能
够去欣赏、了解、喜欢上话剧。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惊
蛰》的创作，“让观众更加清晰地看到话剧作
品还有互联网空间蕴藏的巨大文艺力量，也
让人更加深刻地思考文艺助力社会治理的

重要功能。疫情终将平息，预计不远的将
来，生活将恢复如常，但希望这部《惊蛰》能
够继续发光发热，记录‘抗疫’英雄的事迹，
给人以力量。”他说。

“特殊主演”演出“军人风貌”

本次演出，剧团采用了许多非职业演员，
主人公刘磊的扮演者杨勇，就是来自于真实社
区的抗疫工作人员。疫情刚开始，退伍不褪色
的他就报名到烟台抗疫一线工作中去。

当过七年伞兵的他在排练期间，每天的
排练总是第一个到达排练厅排练，排练场也
是战场，杨勇对剧本一遍又一遍地推敲，“想
通过话剧这种形式，再为疫情出一把力”。

“我们是从6月中旬开始排练的，天气非
常炎热，但是为了真实还原疫情爆发期间的
事件，我们演员们不得不在炎热的夏天穿上

厚厚的羽绒服，甚至戴上雷锋帽、大围巾，每次
排练完每个人都是满头大汗。”杨勇回忆说，

“由于排练到演出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天，演
员中又有不少中老年演员，所以大量的台词也
成为了一个难关，让演员们苦不堪言。”

看过话剧的观众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为
什么演员戴的是透明口罩，对此，王静表示，
由于故事发生在疫情期间的小区门口，所以
演员必须要戴上口罩，“可是戴上口罩无法展
现演员的面部表情，所以特意去手工制作了
透明材质的口罩，为了让演员的声音完美的
展现还特意在口罩上打了无数的小孔。”

除了这些，王静还告诉记者，由于《惊蛰》
的故事背景来自于烟台本地的小区，所以很
多演员的念白采用了方言的形式去展现，“其
中很多不熟悉烟台方言的演员在排练的过程
中前言不搭后语，闹了很多笑话”。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摄影报道

《惊蛰》记录一线志愿者事迹，谱写“抗疫”英雄赞歌

“特殊”话剧讲述特别故事
话剧《惊蛰》连续两天在烟台胶东

革命纪念馆上演，广受好评。这部由
市文旅局主办，市文化馆联合烟台市
戏剧家协会、烟台胶东革命纪念馆出
品，市文化馆闻笛话剧团制作的话剧，
聚焦疫情期间那些发生在平凡的社区
志愿者们身上真实感人的故事，希望
藉此表达对守望者们的崇高敬意，拓
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特殊经历。

记者昨日采访到这部话剧的主
创，在他们眼中，这部话剧有些“特殊”。

据新华社沈阳6月28日电 虽然CBA
复赛第一阶段四战三败的战绩让很多人对
辽宁男篮的表现不满意，但教练组的“地震”
还是让很多人感觉突然。28日上午，辽宁男
篮官方宣布球队主教练郭士强提出辞职，俱
乐部表示接受其辞职并任命前队长、现俱乐
部副总经理杨鸣为球队教练组组长，行使主
教练权利。

27日输给浙江稠州银行队的比赛中，郭
士强在第三节气得扔掉战术板，比赛结束后
若有所思不愿离开赛场，这些场景如今看来
更像是一种预兆。其实复赛之前辽篮成绩
还算不错。球队在先后折损多名主力的情
况下，排名紧随广东队和新疆队位列第三。

不过复赛后，原本被认为本土球员实
力雄厚的辽宁队表现让人大跌眼镜。如
果说首轮“全华班”阵容输给外援实力不
俗的北京首钢还情有可原，此后在外援梅
奥火线加入的情况下，输给龙狮队和浙江
队显然让郭士强本人和球队管理层都不
能接受。

“一点看不出人家（浙江）是打完背靠
背的球队……把精力多用在你们喜爱并已
经为之付出的篮球吧！”辽篮俱乐部总经理
李洪庆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说。而在球队输
球20多个小时之后，辽篮也官方宣布接受

郭士强辞职的消息。
郭士强2013年接替吴庆龙拿起辽篮教

鞭时，球队排名第12。经过几年耕耘，辽篮
自2015年起，4个赛季3次杀进总决赛，并
在2017-2018赛季夺得球队历史上首座联
赛总冠军奖杯。

“下一步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安排，首先
还是先休息一下。休息休息……”郭士强在
从青岛回到沈阳后说。

接过郭士强教鞭的，是去年夏天刚刚退
役的辽篮功勋后卫杨鸣。1985年出生的杨
鸣职业生涯15个赛季全部在辽篮度过，为
球队出战565场比赛，至今保持着辽篮最多
出场次数的纪录。

不过由于杨鸣目前还在沈阳，需要经过
一系列防疫检测方能到达青岛赛区与球队
会合，因此俱乐部决定由外籍助理教练马丁
内斯暂时主持教练组工作。

另悉，CBA联盟27日发布对广东宏远
队后卫赵睿的处罚决定，后者因在酒店内违
反联赛疫情防控管理规定遭停赛3场，并被
罚款1万元。这是本月20日CBA联赛复赛
以来，联盟开出的首张罚单。

在CBA联盟作出处罚后，广东宏远俱
乐部以及赵睿本人均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
歉意。

辽篮冠军教头
郭士强下课

功勋后卫杨鸣火线接棒

本报讯（通讯员 郝忠波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近日，长岛足协正式成立，海阳、莱阳足协召开换届大会，
我市各县市区足球运动发展进入“快车道”。

长岛足球运动协会日前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刘振文
为会长，选举林绍琨为秘书长。长岛自前年开始举办一
系列赛事活动，群众参与热情高涨，为长岛足协成立奠定
了基础。

海阳市足球协会2020年工作会议暨换届选举大
会近日举行，目前效力于中乙青岛中创恒泰队的海阳
立昊足球俱乐部总教练李林峰当选海阳足协会长，刘
健当选秘书长。海阳足协自成立以来，通过举办一系
列活动和赛事，足球运动在海阳实现长足发展，先后举
办了联赛和杯赛、中韩对抗赛、中冠大区附加赛、全国
邀请赛等赛事。新一届理事会将结合海阳实际，把足球
产业发展壮大。

莱阳市足球协会日前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
举邱建东继续担任莱阳足协会长，朱向群继续担任秘书
长。莱阳足协作为县市区里成立较早的足协，近五年工
作成果显著，先后举办了联赛、杯赛、五人制比赛等，期间
还举办了慈善义赛，校园足球实现蓬勃发展。在未来的
五年，梨乡人民有信心把足球运动推向新的高度，为我市
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

又讯 6月27日，烟台足协2020年超级联赛在市体
育公园战罢第二轮，银泰卡洛环保、煜炜置业、昊翔青啤
均以两连胜排列三甲，沪上阿姨和苑丰建造队各取得一
胜排列四、五名。

长岛足协正式成立
海阳莱阳足协换届

本报讯（通讯员 巨成生 YMG 全媒体记者 召溪）
近日，牟平区莒格庄镇中心小学开展了“传承好家风 弘
扬好家训”主题活动。

活动中，学校通过向学生推荐“学习强国”平台“听小
喇叭”栏目中的“家风故事”，让学生初步了解“家风家
训”。同时采取“好家风”致学生一封信等形式向学生发
起倡议，让学生挖掘自家或身边家庭的“好家风”故事。
组织学生诵读家训名篇佳句、讲述家风故事，传承家风文
化，汲取经典精髓，启迪思想，塑造心灵，培养心智，培育
道德正能量。

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在全校营造出自觉传承的良
好氛围，进而带动全校师生深入参与，以家风带班风，以
班风促校风。

莒格庄中心小学
开展主题活动

6 月 27 日，辽宁本钢队
主教练郭士强在比赛前挥手
致意。 新华社

据新华社海牙6月27日电 已经退役的荷兰球星罗
本下赛季将在荷甲联赛复出。27日，这位36岁的前荷
兰国脚宣布将回到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格罗宁根俱乐
部。

“我正在为复出做准备，让我们看看这次复出能否取
得成功。重新穿上格罗宁根的球衣是我现在的梦想，”罗
本说。

2000年罗本在格罗宁根开始了自己的职业足球生
涯。随后荷兰飞翼先后加盟切尔西、皇马、拜仁慕尼黑等
欧洲顶级俱乐部。2019年7月，罗本宣布离开效力10年
的拜仁慕尼黑，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国家队，罗本代表“橙衣军团”荷兰队出战过三
届欧锦赛、三届世界杯。在代表国家队参加的96场比
赛中打入37球。2017年10月，罗本宣布退出荷兰国家
队。

罗本复出加盟
荷甲格罗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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