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引领”

为时代抒怀，为英雄礼赞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背景下，过去
的一年注定是不平凡的。第二届
市民文化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坚持主题引领，强化品牌带动，突
出抗疫、红色、创城等“三个引领”
为时代抒怀，为英雄礼赞。

致敬“最美逆行者”，从文化
节开幕式上就将这一主题突出展
现。组织“最美逆行者”援鄂医务
工作者、优秀文化星火传播人、
社区工作者、社会团体代表们，
以短视频形式集体“云上送祝
福”，刷屏温暖春天。同时，组委
会向全市文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
发出“抗疫”创作动员征集令，开
展烟台市抗击疫情优秀作品评选，
共征集到各种艺术门类作品 2700
余件。

为给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增添靓丽的文化底色，组委会以市民
文化节城乡联动机制开展唱烟台、舞烟
台等系列文化活动。围绕“七一”“八一”

“十一”，以市民文化节“夏之舞”“秋之韵”
为主打板块，精心策划举办“情满烟台
——烟台市庆祝建军93周年文化拥军系
列”主题展演、“幸福像花儿一样”烟台市
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文艺晚会、“红色
十月·听见中国”诗歌朗诵会、“旗帜——
烟台市庆祝建党 99周年大型书画展”等
大型展览。

2020年，我市4件作品入选省群众艺
术优秀新创作品行列，数量居全省前列；
创排蓝关戏《四知太守》，参加2020年度
昆山百戏盛典展演获好评；“与爱同行”烟
台市民读书朗诵大赛，线上线下2万余人
次参与；第十五届全省读书朗诵大赛，获奖
总量位居全省首位。在全市发起“寻找最
美烟台歌曲”征集活动，评选出30首“最美
烟台歌曲”。第四届“讲烟台故事，建文明
城市”大赛，讲述全市人民战“疫”故事、“创
城”故事。

“三个创新”

打通基层文化“最后一公里”

从“送文化”“种文化”到“创文化”，
为打通基层文化“最后一公里”，市民文

化 节 运 用
“烟台文旅云”数
字化平台、实施“五送
六进”惠民工程和大型赛事运
作模式实现“三个创新”，将文化惠民成
果直接送往基层。

为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2020年3月28日第二届烟台市民文化节

“云上文化服务日”暨“烟台人游烟台”开
幕式依托“烟台文旅云”线上启动，共推出
74项直播、99项欣赏、174项录播、5项互
动类共 352 项活动。平台还推出“云美
育、云赏艺、云阅读、云看展、云悠游、云推
广”六大主题线上活动800余项，举办各
类文旅直播活动200余场，总访问人数超
过800万人次。

通过“大调研”“大问需”和常态化群
众需求反馈评价，组委会明确了“五送”内
容和“六进”区域，推出“双演”巡演、“文
化大篷车”进大集、“一路书香”社区行、

“非遗”进校园等 5000 余场活动。构建

“六大
市 级 赛
事”“ 十 类 市
级特色活动”

“十四个县市区节会品牌”总体布局，在
赛事举办上创运用，坚持内引外联，城乡
联动，“创”在生活，成功举办“动感青春，
舞动港城”山东省青少年街舞大赛、“国
粹金声”全市京剧票友大赛、“纸艺传情”
烟台剪纸大赛、“我爱我家”全市曲艺大
赛等活动，让市民文化在烟台薪火相传。

“文聚民心”

交出乡村文化振兴新答卷

第二届市民文化节以乡村文化
为着力点，挖掘和展现乡村文化最
鲜活、最动人、最深沉的力量源泉，
传播乡村文明新风，有力促进脱
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着眼于展现广大农民群
众在广阔舞台上播种希望、
收获幸福的动人场景，组委

会策划推出
了“庆丰收，
迎小康”庆祝
农民丰收节
系列活动，涵

盖大型主题文艺演出、乡镇
田园丰收嘉年华、提升乡村
旅游融合研讨会、特色农产品
采摘游等四大系列120余场。

围绕“听乡音，叙乡情，写乡
韵，展乡艺，忆乡物，品乡味”，推

出“寻找最美烟台歌曲”征集评选、
全市“美丽乡村”摄影征集展览、烟
台果乡绘画大赛、烟台市首届好家
谱征集评选、“福山区鲁菜传承
人教您宅家做鲁菜”等1200余
场活动。第四届烟台文化和旅
游惠民消费季，全市30多家非
遗传统工艺企业加入其中，拉

动消费400余万元。
结对子，种文化。

全市文化馆、图书馆
专业人员、文化志愿

者与基层结成帮扶对子5000
余支，培训基层文艺骨干1万
余人次，达到“培训一个人，带
动一支队伍，红火一片园地”的

良好效果。
站在新的起点，市文旅局将坚

持守正创新，持之以恒办好烟台市民
文化节，进一步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打造
富有特色的城市文化品牌，巩固和提升烟
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成果，为
建设制造业强市、海洋经济大市、宜业宜
居宜游城市和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宋永胜 摄影报道

图片说明：大图为烟台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1周年文艺晚会。小图为市民文化节开幕式。

打通基层文化“最后一公里”
第二届烟台市民文化节交出乡村文化振兴新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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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公 告

●本人刘文钊，因外出购物，不慎遗
失士官证，号码为20170036319，声明
作废。

●季佳诺于2020年7月31日在中
海海盛（烟台）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中海
国际社区项目购买102号楼06储藏室，
并取得编号为：YTGJSQ66270、YT-
GJSQ66271，金额 10000 元，17874 元
的收款收据，声明作废。

●烟台市容大置业有限公司客户王
晓婷购买东海岸·书香府第29#楼2单
元第15层1503号房壹套，身份证号码：
370602199404165224，客户丢失了编

号为 2386190 的收据壹张，金额合计
￥61000.00 元(大写：陆万壹仟元整)。
声明以上收据作废，如发生任何经济、法
律纠纷与烟台市容大置业有限公司无
关。

●烟台市容大置业有限公司客户孙
琳琳购买东海岸·书香府第29#楼2单元
第12层 1203号房壹套，身份证号码：
371082198709280317，客户丢失了编
号为 2386191 的收据壹张，金额合计
￥62000.00元(大写：陆万贰仟元整)。声
明以上收据作废，如发生任何经济、法律
纠纷与烟台市容大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姜书通营业执照正本、副本丢失，
号码：370635600057049，声明作废。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孙小曈，370602198409135521：鉴
于你未经同意并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
况下，长期旷工，严重违反本公司的规章
制度，已实际和我公司脱离劳动合同关
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
定，本公司决定2021年1月4日与你解
除劳动合同关系。

特此公告

湖北赢在起点管理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2021年1月8日

声 明

“携手奔小康·文旅伴你行”。2020年，市民文化节组委会乘势而上，加压奋进，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着眼于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成功举办了第二届烟台市民文化节，并从2020年3月28日

起陆续推出“春之声”“夏之舞”“秋之韵”“冬之乐”各项文旅活动1.1万余场次，线上线下参与市民上百万人次，

在全社会产生了热烈反响。

如今，第二届烟台市民文化节已临近尾声，但文旅为民、文旅惠民永远在路上。

最近，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的纪录片
《后疫情时代》在中日两国引起热烈反响。
纪录片如实呈现中国社会一边防控疫情，一
边有序复工复产等情况，引发中国网友深深
共鸣和纷纷点赞。

很长时间以来，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利用自己掌握的话
语权，极力歪曲和抹黑中国，企图误导国际
舆论。竹内亮也看到了这些对中国的偏见
和污名化，“我正是希望他们能客观看中国，
所以才想到策划这部纪录片。”

尊重事实，是任何一个稍有理性的人面
对世界时都应有的基本态度。客观评价中
国，帮助西方社会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这
样的努力值得肯定。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
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
时表示，中国政府很关心人民福祉，可能比
美国政府对人民福祉更有责任感。不久前，
美国电视制片人乔希·塞利格根据亲身经历
和感受，在美国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喜欢中
国的十件事》，列举了中国人的谦虚、耐心、
敬老等优良品格，以及在基建、脱贫等方面
取得的巨大成就。

面对新冠疫情，中国政府把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宁可暂时牺牲经
济发展，也要采取果断措施控制疫情；中国政
府带领全国人民持续推进脱贫攻坚，改革开
放40多年来，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中
国政府很关心人民福祉”，“中国在基建、脱贫
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这些评价建立在事实
基础上，不仅广大中国人民真切认同，任何对

中国有一定了解的外国人士也都认同。这样
的真实信息，应当更多地传递给西方社会。

百闻不如一见。有些人没有到过中国，
或者没有深入了解过中国，仅凭一些西方媒
体几十年如一日的成见来看待中国，他们看
到的，只能是一个被扭曲的中国。“我只相信
我愿意相信的”，这样的态度注定无法找到
关于中国的真相。竹内亮和乔希·塞利格等
外国人的评价基于自身经历，相较于那些对
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
所知就评价中国，以及那
些戴着有色眼镜评价中
国的言论，哪个更客观，
不言自明。遑论那些为
了遏制中国而刻意抹黑
中国的言论了。

面对类似新冠疫情
这样的严峻挑战和其他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难
题，各国相互借鉴交流经
验十分必要。竹内亮说，
中国不仅很好地控制了
疫情，经济还开始强力反
弹，他拍摄纪录片《后疫
情时代》也是想把这个事
实分享给其他国家，“因
为如何一边控制疫情、一
边恢复经济是全世界都
在 认 真 思 考 的 重 要 课
题”。而要实现相互借
鉴，真实地互相了解无疑

是第一步。竹内亮的努力正是架起了各国
相互了解的桥梁，十分可贵。

中国不需要溢美之词，只需要平等的目
光和如实的评价，只需要一份真实报道和讲
述中国的良知。西方世界对中国巨大的“理
解赤字”亟须消解。期待更多的外国媒体和
人士走进中国，感知中国，把更多的真实见
闻和中国人的真实情感传递给世界。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日本导演的纪录片《后疫情时代》
为何引发广泛共鸣尊重事实，是任何一个稍

有理性的人面对世界时都应有

的基本态度。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西方

一些政客和媒体利用自己掌握

的话语权，极力歪曲和抹黑中

国，企图误导国际舆论。

日本导演竹内亮看到了这

些对中国的偏见和污名化，“我

正是希望他们能客观看中国，

所以才想到策划这部纪录片。”

竹内亮（视频截图）。

纪录片《后疫情时代》视频截图。

新华社广州1月11日电
记者日前从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查询到，“广州恒
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
公司”已经更名为“广州足球
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这意
味着备受关注的恒大俱乐部
更名已经完成了工商登记这
一重要步骤。

这一消息也得到了俱乐
部相关负责人的确认。据了
解，恒大正式完成在职业联赛
体系中的更名仍需要中国足
协对新名称的认可、公示和注
册，如果一切顺利，恒大将以

“广州队”为名出征新赛季的
中超联赛。

2020年 12月 8日，广州
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股份有
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拟将公司

全称变更为“广州足球俱乐部
股份有限公司”。

此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显示，“广州富力足
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已于12
月 15日更名为“广州城足球
俱乐部有限公司”，目前新名
称也仍待足协确认。

中国足协在 2020 年 12
月14日召开的职业联赛专项
治理工作会议上发布《关于各
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
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要求
俱乐部名称不得含任何股东
及关联方、实际控制人的字
号、商号或品牌名称，也不得
使用相似或近似的汉语或词
组。俱乐部名称要体现地域
传统文化、历史风俗、人文精
神或俱乐部理念等特色。

广州恒大更名
已完成工商登记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在 10日晚进行的CBA联赛
北京首钢和深圳新世纪的比
赛中，当值主裁判最后阶段的
判罚引起了一些争议。CBA
公司裁判办公室相关人士11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
访时表示，当值主裁判的这个
判罚符合CBA联赛规则和特
殊规定，没有问题。

在当场比赛常规时间还
剩1.7秒时，深圳队外援布克
在投篮时与防守他的北京队
球员刘晓宇发生了身体接触
后倒地。当值主裁判第一时
间没有鸣哨判罚犯规，随后通
过观看录像回放判罚刘晓宇
违体犯规。深圳队通过布克
的罚球以 95:92 赢得比赛。
在刘晓宇被吹罚违体犯规之
后，北京队包括队员翟晓川在
内的人员对此判罚表示了强
烈不满，一度有试图离场的举
动，但后来还是回到赛场完成
了比赛。

CBA公司裁判总监杨茂
功表示，经过裁判专家组的复
议，10日晚北京队和深圳队比
赛最后阶段的那个判罚，当场
裁判员在处理程序和认定上都
是符合篮球规则和CBA特殊
规定及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

据杨茂功介绍，这个判罚
实际上涉及CBA联赛特殊规
定及解释里关于“临场裁判对
突发情况的处置”的原则。这
条规则的制定，是建立一个当
裁判出现重大漏判时的弥补
机制，是为了完全还原比赛的
客观实际，确保比赛平稳顺利
进行。如果球员突然倒地不
起、面部出血或较为重要的意
外情况发生，裁判可以通过录
像回放确定是发生了什么犯
规的漏判。如果是一起违体
犯规、取消比赛资格犯规或是
技术犯规的漏判，裁判必须追
加处罚。如果是一般犯规的
漏判，裁判可以不予追究。

“我们当然希望裁判员对
场上发生的一切明察秋毫。
但是，在裁判员实际执裁过程
中，不可能百分之百全能看
见，出于观察角度、选点、裁判
法等原因，有可能出现重大的
漏判。只要这样的情况在比
赛有效时间内发生，当值裁判
就可以根据录像回放来进行
弥补和纠正。只要主裁判还
没有在记录表上签字，完全可
以更改，但是更改的内容必须
符合篮球规则和CBA特殊规
定及解释。”

杨茂功告诉记者，如果当
值裁判通过录像回放，认定这
是一起一般犯规，可以不纠
正，让比赛进入加时赛。但
是，从录像回放来看，刘晓宇
有明显的垫脚行为，造成了布
克崴脚、倒地不起，因此裁判
启动录像回放来认定为违体
犯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把时间调回到终场前1.7
秒（犯规发生时的时间），由布
克执行罚球。罚球结束之后，
继续完成剩余1.7秒的比赛。

据记者了解，每当CBA
赛场上出现争议较大的判罚，
CBA联盟裁判办公室都会组
织裁判专家组进行复议。这
个专家组由资深裁判员、教练
员、技术代表组成。针对北京
队和深圳队的这次有疑似争
议的判罚，在7位专家组成员
中，有5位认为这是一起违体
犯规，有2位认为是一起一般
犯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
原则，专家组认定当值裁判员
的判罚和处理是正确的。

网上有观点认为，在比赛
只剩1.7秒的时候，当值主裁
判的判罚事实上终结了比
赛。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员应
该让运动员来“主宰比赛”。
对此，杨茂功表示，所有的比
赛时间都应该交给运动员去
主宰，但前提是运动员必须按
照篮球规则和CBA特殊规定
及解释去做。

“裁判员在最后时刻做出
正确的判罚，才是把比赛交给
运动员去‘主宰’的正确方式。
否则的话，在比赛最后阶段，裁
判员就不必待在场上了。”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中国
篮协裁判委员会委员表示，当
天比赛裁判员对那个球的处
理是符合CBA规则和联赛特
殊规定的，没有任何问题。而
北京队当时有试图离场的举
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也是
很不应该的。

他说，在2019年12月的
一场北京主场对阵深圳的比
赛中，当值裁判也在观看录像
回放后判给北京队3次罚球，
最后深圳队输掉了比赛。虽
然当时深圳队在现场也有情
绪，赛后也提出了申诉，但是
最终平静地接受了结果。规
则和规则解释对于所有俱乐
部而言是平等的。在比赛过
程中对判罚不满是可以理解
的，但是表达这种不满必须是
在竞赛体系和规则体系之下，
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CBA公司：

京深战最后阶段裁判判罚
符合规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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