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摄影报道）烟台素有“京
剧码头”之称，戏迷基础深厚。
为让广大戏迷朋友过足瘾，烟台
大剧院特邀精英荟萃、实力雄厚
的国家京剧院为戏迷打造经典
折子戏专场演出。折子戏区别
于本戏，从内容上看，折子戏演
出的矛盾冲突十分激烈，让观众
看得过瘾，直击观众内心，精彩
不已。2月6日，国家京剧院一
众实力唱将将为广大戏迷们带
来经典的《扈家庄》《钓金龟》《大
登殿》三出折子戏。

国家京剧院
实力唱将汇聚一堂

中国国家京剧院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部直属的国家艺
术院团，成立于一九五五年。
首任院长为京剧艺术大师梅兰
芳先生。中国国家京剧院自建
院以来，不断吸收各京剧流派
的表演艺术家和著名的剧作
家、导演、作曲家、舞台美术家
等，组成了精英荟萃、实力雄厚
的京剧艺术表演团体，在国内
外具有广泛影响，并赢得了亿
万观众的喜爱。

此次演出汇集了程（砚秋）
派名家、国家一级演员李海燕、
国家一级演员李博、国家二级
演员谭小令、李晓威、宋云飞、
马磊、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
员张志勇、王珺以及赵辉辉、谢
毅、南子康、张书瑞等一众国内
优秀京剧演员在岁末年初为港
城市民和票友献上一场京剧饕
餮盛宴。

于魁智、李胜素
将于十月来烟献艺

本场演出一开票就获得了
烟台京剧爱好者的极大关注，
购票热情极高，许多剧院粉丝
更是为家中父母献上一份孝
心，不少购票观众表示“能有这
样的机会和父母一起，听听他
们喜欢的戏，做儿女的也跟着
开心。这次演出不仅有名家名
团，还有经典选段，一定不能错
过。这场京剧大戏安排的时间
节点非常合适，子女想要表孝
心，可以考虑送父母这样一份文
化好礼。”

记者了解到，烟台大剧院
在今年10月还将邀请由国家
京剧院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于魁智、李胜素领衔主演的经
典剧目《龙凤呈祥》来烟演出。

★戏迷朋友们可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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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剧目 好戏连台

国家京剧院携经典折子戏来烟

《《大登殿大登殿》》中中，，李海燕饰王宝钏李海燕饰王宝钏((剧照剧照))。。

2月6日，国家京剧院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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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二级演员谭小令等十多

名演员将在烟台大剧院为广

大观众带来经典的《扈家庄》

《钓金龟》《大登殿》三出折子

戏，为“京剧码头”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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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1月16日电
首次征战斯诺克大师赛就取
得三连胜，而且全部是决胜局
胜出。20岁的中国新秀颜丙
涛 16 日挑落卫冕冠军宾汉
姆，决赛将对阵老将希金斯。

作为斯诺克“三大赛”之
一，大师赛每年邀请职业巡回
赛128强中的前16名高手出
战。颜丙涛自上赛季以来逐
渐展露锋芒，拿下了个人首
个排名赛冠军，如今又凭借
世界第11的排名第一次入围
大师赛。

首轮 6:5 力压世界第二
罗伯逊，接下来以同样比分淘
汰世界第八马奎尔，颜丙涛16
日面对宾汉姆开局不利，以2:
4落后。不过，这位后起之秀
连下3局实现反超，尽管后来
又被44岁的对手追至5:5平，

但决胜局毫不手软，强力闯入
决赛。

颜丙涛也成为14年来闯
入大师赛决赛的最年轻选
手。2007年，19岁的丁俊晖
曾一路晋级决赛，但最终败给
奥沙利文。

今年，丁俊晖与奥沙利文
相遇首轮，结果他在开局领先
的情况下5:6不敌对手。不
过，奥沙利文随后在败给希金
斯后也止步八强。

45岁的希金斯16日以6:
4击败吉尔伯特，若能再胜一
场就将成为大师赛历史上最
年长的冠军。

展望决赛，颜丙涛表示不
想给自己太大压力。“能走这
么远我已经很开心了，我要把
明天的比赛当成和其他比赛
没什么两样。”

颜丙涛挺进
斯诺克大师赛决赛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据世界田联官网消息，当地时
间16日在法国欧比耶尔举行的
一场田径比赛中，布基纳法索选
手赞戈以18米07的成绩打破
男子三级跳远室内世界纪录。

现年27岁的赞戈在当日
比赛的最后一次试跳中跳出
18米 07，打破了法国名将塔
姆戈在 2011 年创造的 17米
92的室内世界纪录。塔姆戈
目前正是赞戈的教练，此次师
徒二人完成了世界纪录的“交

接”，赞戈也成为首个在室内
赛事中突破18米的三级跳远
运动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男子
三级跳远世界纪录是英国名
将爱德华兹在室外赛场上创
造的18米29。

赞戈此前的个人最好成
绩17米77同样也是在室内赛
事中创造的。他在室外赛事
中的最好成绩是17米66，凭
借这一成绩他在2019年世界
田径锦标赛上获得季军。

赞戈打破男子
三级跳室内世界纪录

（未完待续）

（连载之100）

纪实文学

那天夜里，下榻于蓬莱海边的一个宾馆，室
内的灯光也被这迷人的夜色俘虏了，房间的气
氛温暖而柔和——这使得新闻同行的刘仁和讲
的故事更加生动，更加吸引我。他岁数不大头
上却有了白发，口语是牟平的“么个”。他跟我
说：“么个，我曾经跟人讲过一个故事，十个人就
有十个，没一个能猜出来的——你猜猜吧！”

我笑了，说：“你漫天刷浆——神仙能猜出
来啊？！”

“么个，你说的也对——就是壁蜂大王的
故事。”他笑着说。

我静静地听着他讲述他和杜旭的交往、推
广壁蜂的来龙去脉，空气中充满了一种丰收的
味道和喜悦。我感觉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
拣起来的金子……

“我是去参加那个陕西杨高会跟杜旭认识
的。你知道杨高会吧？”他问我。

我说：“不知道！”免得打断他的思路。
果然，他说，杨高会也叫杨凌会，就是

科技部、商务部、农业部等19个中央部委和陕
西省政府联合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十多
个国际组织协办的农业高科技大会，每年11月
5日至9日在陕西杨凌举办。别看就那么短短
五天，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农业方面的老百姓、
专家、企业家、科技工作者，都到这会上来获取
最新科技、产业化示范、产业链推广、国际合作
等等有关的信息，进行技术推广、产品交流等
等活动。杨凌会早就成为与北京科技周、深圳
高交会等齐名的中国政府重点支持的四大科
技展会之一，被誉为中国农业领域的“奥林匹
克盛会”……

他回过头来说：“我跟杜旭去的那年，正好
是第20届，也就是说，我跟他一起参加了第20
届的杨高会。那次，我去做了一个系列报道，
共三个节目，目的是借着杜旭在全国、特别是
大西北推广壁蜂的成绩，向牟平人民介绍杨高
会，开阔广大果农的眼界，提升我们的层次，跟
上全国甚至世界果业发展的步伐……那次杨

高会结束后，我们又从西安坐火车，一路向西
北而去，直到延安的宝塔山下……看遍了小半
个中国的苹果和其他果业生产，接触到了果
农、大学教授、相关领导等等各种人物，对杜旭
创造性地推广壁蜂，解放果农的生产力，有了
全方位的认识。记得我的节目里有陕西省杨
凌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马志峰的镜头，他是研
究推广壁蜂的专家。那年，马教授购买了杜旭
40万只壁蜂，还有大量杜旭获专利的蜂巢，在
陕西34个县全面推广示范。马教授对着我的
镜头说：‘我在底下宣传的时候就说，搞壁蜂推
广，这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一
件非常好的事情，它是能够帮助人干活的，能
够解决大问题的。’我这是第一次跟杜旭相识
和出差，也是第一次听专家讲壁蜂推广的意
义，当时心里就觉得杜旭这人不简单。一路下
来，跟杜旭成了好朋友，回来专门做了他好几
期关于壁蜂的节目，向果农进行宣传，一来二
去关系就铁了……”

“这不过是我自己给自己贴金吧，其实我
做的节目对牟平的老百姓来说，差不多是马后
炮，在此之前，人家杜旭的壁蜂已经卖了有年
头了，牟平的果农，还有好几个地方的果农早
就用上了壁蜂授粉了……”

我知道他这是调侃自己，便知趣地说：“我
们的新闻宣传力度不一样，而且肯定还有些新
鲜东西在里面。”

他笑着说：“您说得对，节目当然得有新闻
性，当然得有新鲜事。”

“先别说节目，”我怕跑了题，赶紧往后牵
牵线说：“我想听听杜旭是怎么弄壁蜂的——
他最初是怎么接触壁蜂这事儿的？”

“说来话长。”他说，“你不用着急，听我慢
慢从头说起。”

杜旭是大窑镇新福村人，今年50来岁，是
个很有头脑有本事的农民——有人瞧不起老
农民，其实那是种偏见。他们当中真有有本
事的，做的事情我们连想也不敢想，就是想
也想不到——杜旭就是其中的一个。别的不
说，就说推广壁蜂这件事吧，连一些单位也没
弄成，他却弄成了。不仅弄成了，让牟平的老
百姓跟着沾了光，他也成了壁蜂大王，成立了
壁蜂合作社，为全国提供壁蜂。这还不算，更
厉害的是，他还搞出了永久性的壁蜂巢，获得
国家专利，让老百姓买一次蜂巢终生受益，你
说厉害不厉害？！

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他见这样
说我没反对，就心里有底了，因为我叫他讲故
事的时候注意多讲点细节，所以他怕讲得不够
详细。由于我的肯定，他便越讲越放开了。他
说：“杜旭念书不是个拔尖的料，干活经商却是
一流的。他高中是在姜格庄八中念的，17岁毕
业后，不考大学，叫在市里当干部的父亲在县
造纸厂给他找了份工作当工人。报到那天，是
他父亲送他去的。厂长跟他父亲是朋友，跟他
父亲说，先叫杜旭去搬草——这是到造纸厂当
工人的第一考试课，过不了关的，就直接回
家。搬草是个什么活儿？就是从大草垛上把

草扒下来，再用拖车把草拉到车间里。
这活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简单，又脏
又累，一天干下来像泥猴样不说，那些麦秸芒
啥的，还扎得人浑身痒痒，有的人起红疙瘩。有
的人咬着牙在这儿干不了几天就累跑了。当时
厂长打量了一下又小又瘦的杜旭，转过头来对
他父亲说：‘您儿能在这里干上三天就不错了。’
父亲没接厂长的话茬，只是回过头来看着站在
一边的杜旭。杜旭抬头看看厂长，再看看父亲，
眼神里传递给父亲一股英气。结果呢？你猜，
他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整整干了13年，后来
一直当班长，直到1994年才回村干石子场。不
过，你也想不到，这杜旭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
不走寻常路，做的事别人根本想都想不出来，
你猜他怎么着？”

刘仁和又开始卖关子了。我知道就是我不
问，他接下去仍然会说杜旭的超常人的故事，
但那样让他唱独角戏，太冷场；再说，我跟他是
同行，应当让他感觉到同行的亲如一家，不能咕
嘟个嘴像个傻子听书一样，起码应当像说相声
一样给捧个哏吧。这念头如闪电般地一闪，准
确地说还没完全闪过，我的话便出了口：“么
个，他能怎么着？”我估摸着他的土话里“么
个”有多重意思，其中一层可能
就是“这么说”的意思 就故意
说个“么个”来试试，看看我领
会的对不对，同时也表示跟他
同情同感。

新华社雅温得1月16日
电 第六届非洲国家足球锦标
赛16日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
开幕。

在揭幕战中，东道主喀麦
隆队 1：0战胜津巴布韦队。
赛前还举行了富有喀麦隆文
化特色的开幕式，喀麦隆总理
恩古特主持，国际足联主席因
凡蒂诺出席。

这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非洲地区首次举办洲际足球
赛。为防控疫情，本届赛事规
定，半决赛和决赛现场上座率
不得超过50%，其余场次上座
率不得超过25%。

非洲国家足球锦标赛是
非洲的第二大洲际足球赛，参
赛球员来自非洲本土联赛。
本届赛事原定于2020年4月
举行，但因疫情推迟，赛事将
于2月7日闭幕。

第六届非洲国家
足球锦标赛开幕

1月17日，岳红霞在展示“金牛送福”剪纸作品。
近日，曾获全国剪纸大赛“金剪刀奖”、贵州省毕节市黔西

县非遗传承人岳红霞带领工作室学员创作“金牛送福”系列主
题作品，迎接农历牛年。 新华社

全国电子竞技大赛和V5电子竞技俱乐
部16日宣布落户深圳市龙岗区，此前这里已
经聚集了中超深圳队、CBA深圳队、冰球昆
仑鸿星等职业俱乐部。而就在几天前，中国
国家田径队训练基地宣布落户龙岗，这是继
女子冰球、国际象棋等基地后，又一在此落
户的国家队训练基地。

目前，龙岗已经成为国内职业俱乐部和
高端赛事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依托场馆的
市场化运营，龙岗构建了以群众体育参与和
消费为基础，以职业体育俱乐部为核心，以
高端体育赛事为龙头的产业“金字塔”，体育
产业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大象”起舞

最近，家住深圳龙岗大运中心附近高层
住宅的陈先生从自家阳台眺望，发现大运体
育场的草皮像变魔术一般，在三天的时间里
焕然一新。

这是深圳朝向集团提供的72小时一体
化更换草皮服务，这项服务能够让这座容纳
6万人的大型体育场将承办大型赛事和活
动的“翻台率”提高到每周两次——在开完
一场演唱会后，哪怕草坪变成了泥地，在三
天内即可完成全部草坪的铲除与重新铺设，
达到举办国际级赛事的要求。

如果不是疫情的影响，此时作为龙岗
体育地标的大运中心应该热闹非凡——赛
事和演唱会等大型活动几乎每周都会上
演。因此，这项能够倍增体育场馆利用率
的快速换草皮服务，对运营方来说可谓“如
虎添翼”。

近年来，国际冠军杯、法国超级杯、NBA
中国赛、国际泳联冠军游泳系列赛等国际高
端赛事在龙岗轮番上演，让这里成为全国高
水平赛事密度最高的城区之一。

2019年，大运中心实现了运营的财务平
衡，这在国内大型体育综合场馆中显得颇为
珍贵。不久前，大运中心入选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服务综合体典型案例，成为国内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的典范。

从场馆到“综合体”

从一组数据可以窥见大运中心场馆群的规模——总占地面积超过52万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2011年大运会期间这里产生的金牌数占总数
的三分之一。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场馆赛后利用，在国际上是一个难题，避免
让这头大象变成“白象”，需要管理者用智慧和魄力，激发出市场的活力。

“大运会为龙岗留下了宝贵的一场两馆资源，我们围绕着怎么避免大型赛
事之后场馆闲置做了很多探索。为了让大运中心高效利用，我们一方面大胆采
取新的运营模式，另一方面政府积极牵头引入高端赛事等内容。”深圳市龙岗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德平说。

2013年1月，佳兆业集团与深圳市龙岗区文体旅游局签订修建-运营-移
交协议，佳兆业获得了项目40年的运营管理期。刘德平认为，政府部门将场馆
委托给市场化机构运营后，不能当“甩手掌柜”，要积极为高端赛事和职业俱乐
部的落户提供支持和服务。

“大运会留下了场馆，更留下了承办国际赛事的宝贵经验。政府部门和企
业经过消化吸收，形成了系统化的核心竞争力——从场馆、后勤保障、交通和安
保的公共服务等各方面，我们建立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通过顶级的支持和服务
让顶级的赛事和俱乐部来了龙岗能够放心和省心。”刘德平说。

数据会说话：2015-2019年，大运中心的营业收入年均保持30%以上的增
速，从2015年的2750万元增长到2019年的7967万元，在2019年实现了运营
的盈亏平衡。

“现在大运中心的功能还不是特别完善，最大的痛点是周边缺少商业配
套。我们正在准备做二次开发，增加新型的体育活动空间、用品零售、餐饮休闲
区域和体育文创空间，将大运中心打造成真正的体育综合体标杆。”刘德平说。

体育产业的“金字塔”

依托一流场馆、引进高水平职业体育俱乐部，承办高端赛事——深圳龙岗
体育产业的“金字塔”已经渐渐清晰。

而支撑这座金字塔的塔基，是市民的参与和消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
整体效能。

供给优，则消费旺；消费旺，则产业兴。
近年来，深圳龙岗足量的高端赛事供给逐步培育了周边市民的体育消费习

惯，大运中心举办的赛事上座率逐年提升，每逢赛事，周边酒店入住率爆棚。据
统计，“十三五”期间，龙岗区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超过25%。

而冰球，可能是龙岗体育产业“供给创造需求”的另一个代表性例子。
为了贯彻“北冰南展”战略，2017年，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正式落户龙岗，

2020年，深圳昆仑鸿星万科阳光队获得俄罗斯女子冰球联赛总冠军，深圳的冰
球球迷数量从接近零发展到场均数千名观众。周末看一场冰球比赛，正成为不
少龙岗市民的日常，冰球培训也越来越受到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未来，龙岗将在政策引导和市场力量下共同推进供给侧改革，提供高质量
的体育产品和服务，让市民的体育消费需求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刘德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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