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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雪莲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摄
影报道)近日，烟台市祥和中
学初三年级全体同学相约在
第四届诗词大会团体赛决赛
现场，共同分享了一场诗词的
盛宴。

从前期全级部的诵读、初
赛到决赛现场，30位选手一
路披荆斩棘，代表10个班级
参加本次决赛。比赛分为三
个环节：必答题、抢答题和飞
花令。必答题要求参赛选手
在十秒钟内依次回答相应题
目，10个班级的选手对答如
流，难分胜负。接着进行抢答
题的比赛，选手们热情高涨，
一个个屏住呼吸、认真听题、

积极抢答，大家团结协作，分
秒必争。有的参赛选手由于
紧张，出现了抢答犯规，最后
有六个班级进入了飞花令环
节。本次飞花令的主题为

“雪”，当主持人宣布开始后，
选手们如高山流水遇知音，把
激烈的对决转化为诗词的交
流盛宴。最终，有三个班级脱
颖而出，赢得了此次诗词大赛
的一等奖。

激烈的比赛之后，语文教
师赛云云、张祥芳分别进行了
点评。最后，校长王兴金对本
次诗词大会进行了总结，希望
同学们以本次大赛为契机，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心去
领略诗词之美。

祥和中学举办诗词大会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摄
影报道)轻喜剧《爸爸的马拉松》将于1月13
日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该剧由林兆华担任
艺术总监，徐小朋编剧、导演，用轻喜剧方式
对中国式父子关系进行真实写照。

作为一个深耕小剧场话剧多年的话剧
导演，此次导演轻喜剧《爸爸的马拉松》是徐
小朋第一次携手主创团队尝试大剧场作
品。在坚守其艺术品质，保留鲜明的艺术风
格外，小剧场和大剧场的区别并非仅仅是体
量差异，还有截然不同的创作理念，使排演
过程略显艰涩。而且此次主题，从以往极具
戏剧张力的类型化，转为体现更为世俗的情
感诉求，聚焦现代生活中一对普通父子，从
个体身上展现父子间无法言说的爱，映照两
代人难以调和的矛盾。

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获得良好的剧

场效果，导演
还鼓励演员
们表演时打破话
剧表演的第四面墙，与观
众积极互动，在幽默的剧本台词
基础上有所创新，根据观众的反应随时即兴
地调整自己的表演，在一些关键的“戏眼”上，
要有爆发力和节奏张力，灵活呈现喜剧人物。

故事的开始，父亲赵志刚正和朋友庆祝
自己光荣退休，突然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打
破了这片祥和。众人戏谑的对白勾勒出父
子之间微妙的关系。一个想要保持权威，一
个企图打破权威，但彼此内心深处又渴望对
方的认可，这是中国式父子关系的真实写照。

老赵希望儿子能考个公务员，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一辈子；小海想要创业融资盼上
市，想要出人头地就算死也要死在北京。导

演将马拉松作为父子破冰的纽带，在经过一
系列坎坷插曲后，从最初小海坐在轮椅上到
最后父亲坐在轮椅上，父子间完成境遇的互
换。当月亮升在空中，父子踩着激扬的鼓点
跑在马路上……

《爸爸的马拉松》作为一部东北喜剧，
喜剧元素本就很多，加上各个演员们的本
地方言，增加了不少的喜剧包袱，使角色起
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排练时，排练厅内
爆笑声不断。其中一个法师的角色就操着
一口昆明普通话，还尾字重复自带回音，喜
感极强。基于演员们优秀的台词功底，对

词的同时话剧的画面感就呈现了。
该剧取材于日常生活，并且以明快的

节奏、诙谐的东北方言和轻松的风格让观
众遭受生活挤压的内心产生被治愈的感
觉，观剧时情绪也会跟随剧中人物喜怒嬉
笑，有时在嘲笑他们的同时又会心口一紧，
仿佛看到身边熟悉的影子。导演选择善意
而不失幽默的讽刺，从日常生活中萃取琐
碎的片段，加之润色修饰，引发观众共鸣。

关注“烟台大剧院”或“烟台大剧院管
家”微信公众号，可随时随地查询演出信
息，购票更有优惠。

新华社东京1月12日电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
敏郎12日在这里表示，关于
东京奥运会取消或者推迟到
2024年甚至2032年的消息都
是假新闻。

日本八卦娱乐刊物《周刊
实话》早些时候爆料，说东京
奥运会将被取消，转而放到
2032年举行。另外还有媒体
报道，东京奥运会将被放到
2024年举行，巴黎和洛杉矶
奥运会也各自推迟四年，分别
在2028年和2032年举行。

武藤敏郎在当天奥组委
总部举行的新年致辞中表示：

“类似的报道一出现，只会增添
很多人的焦虑。我想说的是，
我们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考
虑，这些报道都是错误的。”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

在当天的讲话中也承诺，东京
奥运会和残奥会将在今年夏
天如期举行。

这是东京奥组委高层官
员近三个星期内首次发表公
开谈话。这段时间日本疫情
不断恶化，东京都和附近三个
县都再次进入了紧急状态。
日本民众对奥运会的信心出
现动摇，共同社进行的最新民
意调查表明，超过80%的日本
民众希望奥运会被推迟或者
取消。

武藤敏郎在当天的讲话
中还说，共同社的调查结果与
一个月前的结果并没有太大
的变化，因为一个月之前，支
持奥运会取消的比例为30%，
现在是35%，只不过希望奥运
会再次推迟的比例有了很大
的提高。

东京奥组委:

东京奥运会将如期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阎晨伟）
近日，芝罘区小学生中国象棋
校园联赛总决赛落下帷幕。
本次联赛由芝罘区教育和体
育局、芝罘区体育运动服务中
心联合主办,芝罘区象棋运动
协会承办，冠中智力运动俱乐
部协办。

本次中国象棋校园联赛，
共分预选赛和决赛，预选赛在
各个小学校内举办，受到了学
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共1100
余名选手参加了预选赛，参加
人数为近年之最。

经过激烈对弈角逐，来自芝
罘区20多所小学的近300名小

棋手入围本次决赛。最终一年
级组的陈鹏宇、二年级组的荣
骏辰、三年级组的夏楸涵、高年
级组的吕书赫分获所在组的第
一名。文化路小学、凤凰台小学、
潇翔小学分获团体前三名。

芝罘区体育运动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芝罘区小
学生中国象棋校园联赛至今
已成功举办五届，并成为芝罘
区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展示了
推进棋类工作的成效。本次
比赛为芝罘区的小棋手们搭
建了一个展现棋艺、切磋交流
的平台，进一步推动了芝罘区
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芝罘区小学生
中国象棋校园联赛落幕

（未完待续）

（连载之96）

纪实文学

栾福章的小屋虽然不大，却布置得很讲
究。三间房子，分工清清楚楚，西间是厨房兼餐
厅，东面两间是连体的通间；东墙靠南窗是一
个高装立柜盛满了书，挨着的是一个高低柜，面
向西是两台黑色电脑立在三抽桌上；东北墙根
放了一张大个的双人床，床脚依在一张三抽桌
上，靠北窗是两个沙发和一个四方的茶几，还有
两张椅子作为临时机动部队。这与普通农家没
有什么两样的房间，是在与眼睛平接的层面上
显示了主人的身份。西墙上是三幅字画，依次
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的墨宝“碧海丹心，
为民造福”，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教
授束怀瑞的题词“栾记八亩庄园”，还有原烟台
市书协主席、著名书法家柳志光的书法作品“八
亩庄园”。东墙是一幅全国地图，北墙是两幅全
国地图……当年，栾福章与出租土地的人签了

合同，就把八亩地都栽上了树，还盖了这
三间房，到“五一”这些事情都完工了；

第二年就盖了车库，上了滴灌；第三年就盖了仓
库，建了沼气池。三年建设期间，房子里慢慢
地有了字画和地图。他常常在干完活的时候，
定定地看着全国地图，眼睛与心同时在地图
上行走。因为他知道全国的苹果生产地区和
基本形势，想着如果有当年五天步行走到青岛
去的那股子闯劲，自己追求的目标可能会提
前实现。现在是老了吗？不老，谁说老了呢？
心年轻着呢，力气还有的是，一把拽起一二百斤
的东西，还不用拿吃奶的劲，就连一般小伙子都
得服气……

杨书清给我在《新韵》的扉页上签上字，然
后打开上集“星光熠熠”的53页说：“这是写栾
局长的，请多……”小32开的轻型纸印刷的书，
因为栾福章而厚重大气起来，文字开始发挥它
的美学和宣传的多种功效，在我眼前展示另一
个栾福章：“土地，是营养人类的母亲，是蓝天之
下站起来的最伟大的崇高。栾福章从未忘记过

自己是农民出身，当他从龟裂的田野，默默无
闻的空旷，走进一双双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他
从汗滴禾下土上艰辛的情景中，读懂了那层层
梯田、厚厚的一册古老的家谱里，记载着他的
祖先是农民。多少光阴逝去了，多少往事淹没
了，多少人离开了红尘，而他始终思念那片生
养过他的田野，他的牵挂与眷恋。”

“栾福章退休后，党和政府给了他的是足够
当今较奢侈生活的费用，理应在都市里享点清
福。不！由于出身于农村，他不忘农民，不忘初
心，不忘生养过他的父老乡亲，不忘烟台270万
亩苹果是烟台农村经济总收入的二分之一，不忘
个别果农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跟不上，产下的果子
摆在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困境，不忘烟台苹果走向
全国、遍及全世界还需要有人负责和研究，为引
领和指导烟台苹果的快速发展，实现他的人生
目标，他毅然决定用一生的积蓄，回家乡承包八
亩土地，栽上苹果树，以小田带动和指导大田的
方式，把人生的丝抽完，把生命的光和热洒尽！”

“卷帘满眼春，且听花解语。在花香的春色
里，让笔者想到秋的甜美，爱农为农与农结缘的
高尚。面对彩霞落满苹果枝头的八亩果园，栾
福章像一棵农家盛果期的果树，冬去春来，夏绿
秋硕，为‘农’字结下了数不胜数的果子。”

“1982年3月，读书、务农，经过村党支部
副书记历练的栾福章，从金山公社北石家村委
会起步，历经战山河、金山公社农机修造厂、工
作队、县委组织部后，被任命为招远县磨山公社

党委副书记、管委主任。其间，他除了主持机关
工作，蹲点南院庄村（公社驻地的大村队）外，主
要精力是抓农业生产，不久，栾福章担任了磨山
公社党委书记。其间，正逢烟台地区土地大包
干在全区推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大集体体制
变动，胸有成竹的栾福章，审时度势，正确应对，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将全磨山公社13.5万亩土
地全部分到社员手中……”

“在任管委主任时，栾福章就想到了实行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任党委书记后，他在党
委会上提出‘三个一’（每人一亩粮田，一亩花
生地，一亩果园）的农业结构调整方案，得到了
党委的一致通过，紧接着召开全公社三级干部
大会，会上他利用典型和算账的方法，在全社
进行发动。一通百通的农民，分到土地后干劲
倍增。经过一年春秋两季的努力，‘三个一’规
划调整基本到位。……多年后，不少当年参加
过土地大包干的老党支部书记，见到栾福章，无
不感激地提到多亏他当年让社员栽下了‘摇钱
树’般的苹果树。”

“1989年6月，时任招远副县长的栾福章，
分管农业，上任后他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
后，毅然主持制定招远县五年农业发展纲要。
纲要主要内容为：农业指导思想、发展方向、发
展要点、结构调整、政策措施等，并提出县财政
对农业有所倾斜，每年拿出300万元用于农业
的奖励……”

“让栾福章难忘的1991年10月26日，应

日本山形县东根市的邀请，他以招远县委
常委、副县长的身份带队去日本考察。通
过考察，引进日本的苹果套袋、覆膜、摘叶、转果
新技术。回县后，在全县大力推广应用，同时大
力发动发展苹果生产，使招远的苹果由20万亩
发展到40万亩。他还建议招远成立正科级果
业总站，从农业分离出来专搞果业生产，建议
乡镇专门配备一名专管果业的副镇长。”

栾福章告诉我，他之所以这样重视苹果生
产，是因为苹果是老百姓的“摇钱树”，是拔穷
根的“致富树”。“这与我的出身和经历有关。”
他说：“青少年时，是‘大忽隆’‘大锅饭’的年
代，一天一斤粮，早晚各三两，中午四两，就小
咸菜，连半饱也不够，一个大小伙子，一顿吃一
斤都不算多。生产队里挣工分，秋后算账分配
是人三劳七，七当中再分出一个三来做为积
肥的。干一年倒欠队里的钱，只得买粮吃。
家里养一头猪，我就上山拔野菜喂，喂到70
来斤处理了，挣个六七十块钱买粮食，吃糠咽
菜的；家里养个鸡，靠卖蛋换咸盐，酱油、醋、碱
什么的，穿没有好的不说，一件衣裳穿好几年
……特别是后来我到农村驻点时，看到老百姓
穷得能把锅吊起来当钟打，就
立志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我在自己的红皮本子上写
道：‘不为老百姓拔穷根，你栾
福章枉自为人！’”

轻喜剧轻喜剧《《爸爸爸的马拉松爸的马拉松》》爆笑爆笑幽默幽默
今晚亮相烟台大今晚亮相烟台大剧院剧院，，展现中国式父子关系展现中国式父子关系

新华社悉尼1月12日电 澳大利亚网
球协会12日证实，正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
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资格赛中，有
两名选手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目前这两
名选手已退赛并被转移到酒店隔离。

在当日发给新华社记者的公报中，澳网
协表示，多哈当地的卫生部门、赛会医疗团队
正对所有赛会相关人员的身体状况进行监
测，并已开始追踪确诊人员的密切接触者。

据澳联社报道，这两名被确诊的选手
是资格赛4号种子、美国选手库德拉和阿
根廷选手塞伦多洛。

澳网协发言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邮
件采访时说：“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这些能
够参赛的选手在抵达多哈后，至少有一次
检测结果是阴性的。”

该发言人表示，所有选手在抵达多哈
后都要被隔离，直到检测结果为阴性才能
进入“有控制的”赛会环境。在整个赛会
中，所有选手和他们的团队每四天就要检

测一次。他们入住的酒店也是官方指定
酒店，有严格的隔离措施。

由于疫情，今年澳网推迟到2月 8日
开赛，男女单资格赛改在多哈和迪拜举
行。按照此前澳网协公布的计划，所有来
澳参赛球员将进行14天强制隔离。

这一感染事件发生后，墨尔本所在的
维多利亚州警察和应急服务部部长内维
尔表示，所有来澳参赛选手、官员和服务
人员将经历“最严格的”隔离措施。维州
将增加3所酒店为隔离酒店，增加协助隔
离事务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296名工作
人员专门负责在选手和工作人员往来于
隔离酒店时对他们进行监控。球员在隔
离期间可以训练，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和团
队人员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并且开始
训练后每天都要接受检测，还要在相关人
员的监控下遵守严格的防疫措施。

对于违反隔离规定的人，除了维州当
地的处罚措施，澳网协还将对其处以强制

退赛等额外处罚。
“在保证赛事安全上我们想尽了办

法，无论是感染控制、严格检测、训练‘泡
泡’，还是加强卫生清洁。澳网是墨尔本的
一项经典赛事，我们欢迎这项国际赛事举
行，制定这些措施就是为了保证参赛者和
本地民众的安全。”内维尔说。

这次感染事件也再次引发如何在举办
大型体育赛事时做好疫情防控的讨论。

对此，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
授塞尔维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疫情防控来说，
最大的风险其实是选手们在赛场外的行
为，比如去餐馆、娱乐场所等，如果他们在抵
达前被感染了，就可能将病毒传播给本地。

她认为，隔离和“泡泡”政策是帮助减
少选手向公众传播病毒风险的重要手段，
但这并不能避免选手将病毒传播给裁判、
其他球员等场内人员，因此，限制赛事观众
人数和要求观众戴口罩也是非常重要的。

澳网将经历“最严格”管控

1月12日，浙江稠州金租队球员刘
泽一（上）在比赛中上篮。

当日，在浙江诸暨举行的 2020-
2021 赛 季 中 国 男 子 篮 球 职 业 联 赛
（CBA）第二阶段第29轮比赛中，浙江稠
州金租队以 109 比 95 战胜深圳马可波
罗队。 新华社

轻
喜
剧
《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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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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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
剧
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