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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男子冰壶世锦赛
中国队不敌瑞典队

新华社华盛顿 4月 7日
电 7日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
行的2021年男子冰壶世锦赛
第16轮循环赛中，中国队以
3:5不敌瑞典队，到目前为止
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获得2
胜8负的战绩。

比赛前五局中国和瑞典
旗鼓相当，打成2:2平。随后
瑞典队在第8局拿下关键两

分，最终以5:3获得胜利。
世锦赛2日开赛，共有14

支队伍参赛。中国队到目前
为止出战10场比赛，其中两
场获得胜利，剩余8场告负，
排名相对靠后。

本届世锦赛前六名将直
接晋级2022年北京冬奥会。
作为东道主，中国队自动获得
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

意甲联赛国米战胜萨索洛
尤文力克那不勒斯

新华社罗马 4月 7日电
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7日进行
了两场补赛，“领头羊”国际米
兰主场2:1战胜萨索洛，将与
积分榜第二名的差距扩大到
11分。尤文图斯主场2:1力
克那不勒斯，升至积分榜第三。

国米迎战萨索洛的比赛
是第28轮的一场补赛，“蓝黑
军团”在第9分钟率先取得进
球，卢卡库禁区内头球破门。

易边再战，第66分钟，国
米通过快速反击扩大领先优
势，卢卡库助攻劳塔罗禁区内
低射破门。第84分钟，萨索

洛终于扳回一分，由特拉雷奥
禁区内抽射将球打进。

尤文对阵那不勒斯的比
赛是第3轮的补赛，C罗在第
13分钟把握住了机会，禁区内
低射破门，拔得头筹。第73
分钟，替补上场不久的迪巴拉
为“老妇人”扩大领先优势。

那不勒斯在比赛尾声因
奥斯梅恩禁区内被撞倒而获
得点球，因西涅主罚命中。虽
然客队此后继续施压，无奈时
间所剩无几，最终比分定格在
2:1。尤文图斯到手关键 3
分，升至积分榜第三位。

巴黎“复仇”拜仁 切尔西击败波尔图
新华社巴黎4月7日电 凭借姆巴佩

的独中两元，巴黎圣日耳曼队在7日的欧
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客场3:2击
败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队，报了上赛季欧
冠决赛负于对手的“一箭之仇”；同日，英
超豪门切尔西队客场2:0击败葡超波尔
图队。

拜仁主场同“大巴黎”的焦点战在雪
中进行，姆巴佩成为比赛中的关键先
生。他先是在第3分钟帮助“大巴黎”首
开记录，又在第68分钟双方战至2:2平

的时候，为球队打入了制胜一球。全场
比赛姆巴佩两次射门就取得两粒进球，
效率奇高。

反观拜仁，全场比赛拜仁31次射门，是
“大巴黎”的两倍多，射正次数12次也远远
多于对手的5次，但在最后一击的效率上有
所欠缺。这场失利，也使得拜仁在欧冠赛
场19场不败纪录遭到终结。

除了姆巴佩的进球以外，“大巴黎”的另外
一粒进球来自马尔基尼奥斯，但这名巴西中后
卫在进球后不久就因为受伤被换下场。随后，

拜仁依靠舒波-莫廷以及托马斯·穆勒的进球将
比分扳平。

当天另外一支主场作战的球队也输掉
了比赛。芒特和奇尔韦尔在上下半场各自
打入一粒进球帮助切尔西在波尔图的主场
带走胜利。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比赛将于
4月13日和14日举行，13日将进行“大巴
黎”与拜仁、切尔西与波尔图的两场比赛；
14日的对阵为利物浦主场迎战皇家马德
里，曼城客场挑战多特蒙德。

50年前的那个春天
庄则栋妻子佐佐木敦子的怀念

佐佐木敦子77岁了，头发雪白，她已经
在东京北部浅草附近的一座公寓楼里住了
7年。每个周一到周五，她都要步行半个多
小时，到一座寺庙里祭奠丈夫，风雨无阻。

寺庙的骨灰存放已经自动化，她只要
刷一下卡，传送带就会将骨灰盒送出来。
敦子会点上香，与丈夫说说话。她说，之所
以避开人多的周末，就是为了和丈夫隔着
时空聊天。

丈夫离开这个世界已经8年多了，敦子
感觉他从来没有离开，自从1987年12月19
日两人在北京结婚，就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就觉得人真的说不清楚，但是缘分
就在那里。”敦子告诉新华社记者。

缘分开始于1971年4月的名古屋，正
好是50年前，和现在一样的春天里，第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那里举行。从小
在中国西北长大的敦子那时刚从中国回到
日本没几年，在偏远的岛根县生活并不习
惯，老想回中国。得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
来了以后，感觉是“亲人来了，非要去见见
不可”。

自从容国团在1959年拿了世界冠军，
乒乓球就风靡全国。敦子记得在酒泉上小
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在打乒乓球了。“每
个人都揣着乒乓球拍子，一下课就冲出去抢
台子，下课铃一响，老师要是多说一句话，大
家都跺脚，搞得老师都不好意思。”

敦子一个人不敢去，于是就约了一个同
事，两人坐夜班火车到了名古屋，组委会的
人表示，中国第二天有比赛，特别紧张，最好
不要打扰，建议她们在比赛结束后再去。4
月7日比赛结束，敦子和同事再次坐夜车到
了名古屋，听说有两个日本女青年来访，中
国队派出了庄则栋来接见，他是中国队最有
名的运动员，60年代曾连续三次获得世乒
赛男单冠军。敦子记得他穿着红色的中国
队队服，他拿出一个代表团的胸针送给她作
纪念，她不要，她要的是他胸前佩戴的国徽，
但遭到了拒绝：“这个不可以，我们每个人只
有一个，每次出场都要戴。”

那次见面很短，不到15分钟，但给敦子
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

“特别高大！”敦子回忆说。“其实他并不
高，也就1米70左右，但我觉得特别高大。
看到他我就觉得是中华民族的那种气概。”

听说第二天中国队就要坐火车经大阪
回国，敦子和伙伴就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小
旅馆，她激动得一夜没怎么合眼，写了一封
长达三四页的信，表达了一个生长在中国的
日本人对中国队夺冠和见到冠军的激动心
情。第二天她挤过车站里送行的“人山人
海”，终于在车厢上再次见到了中国队的队
员，并当面把信递交到了他们手中。

那天正好也是4月8日。
敦子当时并不知道那次世乒赛中间发

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她见到的这个人在赛场
外做了什么，更不知道两天后发生的改变世
界的“乒乓外交”。

她当然也想不到与这个叫庄则栋的人
以后还会有交集。

这些经历，和后来的故事，她在过去几
十年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但再次讲起来的时
候，她眼睛里依然泛着泪。

后来就到了80年代，人生有起伏，岁月
有波折。1987年，她历尽千辛万苦，放弃了
在日本公司驻中国的工作，改变国籍，与在
北京少年宫担任教练的庄则栋结了婚。

“其实日本公司的社长找我谈话，他说
如果你愿意，仍然可以在北京工作。但我妈
妈说，你嫁给庄先生，就要全心全意。”于是，
敦子卖掉了东京的房子，到北京做了一名家
庭主妇。

80年代中日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
很大，但敦子说，这个决定并不困难。“我真
是体验了爱情的力量，我就觉得只要在庄先
生身边，什么苦都可以受。很奇怪，以前曾
经在小说或者电影里听到这些东西时，都没
有任何的感受，可是当你真正遇到的时候，
就知道它的伟大力量了。”

在采访中，敦子始终称他为“庄先生”。
结婚后，两个人几乎形影不离，敦子说，

两个人只有在洗澡和上厕所时不在一起，就
这样生活了26年。“他主外，我主内。 我以

前常说，庄先生是太阳，我是月亮，我借的是
太阳的光，离开了太阳，月亮就发不出光。”

2013年2月10日，庄则栋在北京因病
去世，敦子在中国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在日
本，她还有5个兄弟姐妹，为了有个照顾，她
从2014年开始常住东京。

敦子的手机上挂着用两人多年前的合
影做的吊坠，照片上两个人笑得都很开
心。东京的家里也都是丈夫的照片和书法
作品，前些日子东京地震，敦子住的10楼
摇晃得非常厉害，因为担心丈夫的照片从
书架上掉下来，她不顾一切爬起来把照片
抢救了下来。

如果不是疫情，她上周清明节的时候，
应该回北京为先生扫墓，她以前每年固定回
国三次，一次清明节，一次中元节，还有一次
是出席以丈夫的名字命名的乒乓球比赛。

丈夫去世后，她将骨灰分成两份，一份
留在北京，一份带回东京。

北京的墓地位于昌平，墓碑最下方的
石基上有“爱妻佐佐木敦子敬立”的字
样。背面刻着：“在这里长眠着小球推动
地球的人”。

50年里，她只在三年前回过一次名古
屋，那是陪日本一个电视台做节目去的，当
年中国队住的酒店已经变成了停车场。

“以后再也不去了，去了后肯定伤感。”
她说。 新华社东京4月8日电

时代中国广州胜南京同曦宙光
4月8日，在浙江诸暨进行的2020-2021赛季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CBA）第四阶段第 54 轮比赛中，时代中国广州队以
121比107战胜南京同曦宙光队。图为南京同曦宙光队球员摩
尔特里（左）上篮。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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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在德国慕尼黑进行的2020-2021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比赛中，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以3比2
战胜德甲拜仁慕尼黑队。图为拜仁慕尼黑队球员穆勒（左二）在比赛中倒勾射门。 新华社

中国乒协继续备战“直通
WTT大满贯·世乒赛”等

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电
WTT 世界乒联 8 日发布消
息，确认将会在东京奥运会后
举办休斯敦世乒赛和WTT中
国赛事汇等一系列国际赛
事。据此中国乒乓球协会策
划在四月底五月初，根据自身
备战节奏在国内安排包括“直
通WTT大满贯·世乒赛”等一
系列对抗赛事，通过WTT大
满贯和世乒赛名额来调动全
队备战的积极性。

WTT世界乒联在声明中
说，“考虑目前的情况，运动
员们都在备战奥运会，以及围
绕国际旅行和训练均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和限制，我们认为
在晚一些的日期举办比赛将
更加公平、安全。保障大家的
安全健康仍是我们的第一要
务”。

中国乒乓球队正在成都乒
乓球训练基地全力备战东京奥
运会，赛事延期并不会影响队
伍整体备战节奏。中国乒协秘
书长、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
练秦志戬介绍说，现在队伍刚

刚完成了封闭训练的第一个单
元，整体状态很好。“现阶段我
们还是保持自己的备战节奏，
有计划地展开训练。男队在备
战的同时也注重伤病的防护，
马龙、樊振东、林高远、梁靖崑
和王楚钦身体状态都不错，之
前在全运会预赛受伤的许昕也
已完全康复。”

疫情发生以来，国乒一直
坚持在“安全、健康、训练、参
赛”八字方针下有条不紊地进
行奥运备战。

“球队从疫情开始就准备
了多套预案，一直到现在都是
按部就班、按照自己的节奏去
备战东京奥运会。包括东京
奥运会延期一年，各类赛事不
管举办、取消或推迟，我们都
能保证在各种突发情况下灵
活应对。”秦志戬说，每个国家
的疫情不一样，防疫政策不一
样，赛事性质不一样，各国家
和地区队伍实力又不一样，对
国乒来说，每走一步都要根据
实际情况变化做出最有利的
选择。

通 告
S210 烟凤线 K78+740-K78+

900避险区将于2021年4月14日至

2021年5月30日施工。施工时采取

封闭硬路肩或临时封闭行车道的交

通组织方案；施工期间施工路段限速

40公里/小时，请过往车辆按交通标

志谨慎行驶，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

请谅解。

海阳市公安局
烟台市海阳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2021年4月8日

公 告
莱山区城前街51号、53号、55号、57号、
59号、61号、63号、65号、65号附1号，
城西区21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市清泉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的委托，我公司对莱山区城前街51号、
53号、55号、57号、59号、61号、63号、
65号、65号附1号，莱山区城西区21号
楼的相关面积进行测绘。现测绘数据
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图测绘已完
成，决定于2021年4月9日至4月13日
在莱山区清泉寨社区物业办公室进行
测绘成果公示。请各业主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认真核对所购房屋的现状、

位置、边长数据及共有共用面积分摊方
法是否准确，核对无误后请签字确认。
若在公示期内未到现场核实及签字，我
公司将默认该房业主认同本次测绘数
据。对确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
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公
司将及时派人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535-6703536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莱山区分院

2021年4月7日

公 告
莱山区凤凰大街789号4--11号楼、五彩街
102-180号、五彩街102号附1-附3号、庆祥
路92-150号、凤凰大街747-831号、凤凰大
街747号附1-附9号各业主：受烟台市飞龙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莱山区凤
凰大街789号4-11号楼、五彩街102-180号、
五彩街102号附1-附3号、庆祥路92-150号、
凤凰大街747-831号、凤凰大街747号附1-
附9号的相关面积进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
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图测绘已完成，决定于
2021年4月9日至4月13日在莱山区飞龙金
滩花园售楼处进行测绘成果公示。请各业主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认真核对所购房屋的现状、
位置、边长数据及共有共用面积分摊方法是否
准确，核对无误后请签字确认。若在公示期内
未到现场核实及签字，我公司将默认该房业主
认同本次测绘数据。对确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和疑问，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公
司将及时派人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535-6703536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莱山区分院

2021年4月9日

新华社伦敦4月7日电
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一年举
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距离揭
幕还有2个多月，12个举办
城市向欧足联提交观众入场
计划的截止日于7日到来。
然而，新冠疫情在欧洲多地
仍令人忧心，不止一个城市
尚无法承诺届时可以让观众
入场。

欧足联此前意向，欧锦
赛必须场场有观众，而且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越多越
好。然而，欧洲目前的疫情
局面显然让理想化的“越多
越好”变得困难重重。意大
利罗马、德国慕尼黑等虽然
都准备允许观众入场，但都
没能给出计划中可行的上座
率。都柏林更是连迎接观众
的承诺都无法做出，只表示
视情况而定。

西班牙的毕尔巴鄂本来
表示如果当地的新冠病毒感
染率下降到官方卫生部门可
接受的程度，他们准备让欧
锦赛球场实现 25%的上座
率，即大约13000名球迷入
场。然而，西班牙足协7日
却“打脸”称，根本不可能在
欧锦赛开幕前实现毕尔巴鄂
所在地区政府要求的条件，
所以让观众入场同样不可能
实现。

另外，阿塞拜疆的巴库、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都没有给
出明确说法。格拉斯哥、阿
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布加勒
斯特则表示可以让一万名出
头的球迷现场观战。荷兰足
协还补充说，如果6月时疫情
好转很多，阿姆斯特丹的球
场也做好了迎接更多观众的
准备。

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准备
实现五成上座率，这意味着
在那里举行的3场小组赛外
加1场四分之一决赛每场可
对3万余名观众开放。

仗着英国打疫苗速度较快，英国政
府已表示自5月中旬起各球场可接纳上
限1万名观众。若一切顺利，6月21日起
更是不再有入场人数限制。

欧锦赛将于6月11日至7月11日举
行。欧足联预计于19日最后确定承办城
市的地位。英足总已表示，如果有城市
无法承办比赛，他们乐意分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