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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款新能源车开始拉力赛
新华社长沙 10 月 12 日电

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
标赛环洞庭湖站12日在湖南株
洲国际赛车场发车，共有100名
车手、20款新能源车型参赛。

据介绍，为期4天的环洞庭
湖站比赛以“驰骋湖湘腹地，探寻
茶乡之旅”为主题，途经株洲、益
阳安化、长沙。竞赛项目为直线
加速赛、场地障碍赛、场地定时

赛、定速拉力赛。据悉，赛事组委
会还将在安化县龙塘乡沙田溪村
开展“乡村振兴”系列活动，明星
车手包括举重奥运冠军龙清泉、
谌利军。

赛事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
联合会、湖南省体育局、湖南体育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人民
政府、益阳市人民政府、株洲市人
民政府主办。

总台奥林匹克频道将开播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2 日电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奥林匹
克频道开播上线专家座谈会在北
京举行。该频道将是全球首个
24小时上星播出的4K超高清体
育频道。

11日，中宣部副部长、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
雄出席座谈会，并与国际奥委会
委员代表、专家学者和优秀运动
员代表座谈，共同为即将开播的

奥林匹克频道集思广益。
奥林匹克频道是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与国际奥委会战略合作的
成果。作为国际上首个以4K超
高清和数字平台同步播出的体育
频道，包含央视奥林匹克电视频
道和数字平台。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奥
林匹克频道内容创作、技术应用、
平台建设、事业发展等主题进行
了深入研讨和广泛交流。

世预赛欧洲区德国首先出线
新华社伦敦 10 月 11 日电

德国队11日客场4:0轻取北马
其顿队，意味着他们提前两轮确
定小组头名位置，第一个从2022
年世界杯足球赛欧洲区预选赛中
出线。俄罗斯和荷兰队则在全取
3分后领跑各自小组。

此前6胜1负的德国队面对
北马其顿队，上半场并未能有所
作为。不过，易边再战仅5分钟，
效力于英超切尔西的哈弗茨接穆
勒助攻打空门得手，为德国队打
破僵局。

此后，哈弗茨的切尔西队友
维尔纳在第70和第73分钟连下
两城，替补维尔纳上场的拜仁小
将穆夏拉第83分钟打入个人国
家队首球，为“德国战车”将比分
定格在4:0。

由此，德国队提前两轮确定J
组头名位置，成为第一个获得卡
塔尔世界杯入场券的欧洲球队。
欧锦赛后从勒夫手中接过德国队
教鞭的弗利克赛后说：“我们这个
赛季5战5胜，你不得不对球员们
的态度表示赞赏。”

同日，俄罗斯队凭借上半场

的两粒进球客场2:1击败斯洛文
尼亚队，同在H组的克罗地亚队
主场2:2战平斯洛伐克队。俄罗
斯队由此以 2分优势领跑该小
组，俄罗斯队与克罗地亚队争夺
小组头名的战斗还要继续，两队
第九轮分别对阵塞浦路斯和马耳
他队，最后一轮将直接碰面。

G组中，荷兰队开场9分钟后
便由后卫范迪克力拔头筹，随后
德佩独中两元。再加上邓弗里
斯、丹朱马和马伦的下半场进球，

“橙衣军团”最终主场6:0大胜弱
旅直布罗陀队。

不过，挪威队主场2:0力克
黑山队，意味着他们在还剩两轮
的情况下与G组“领头羊”荷兰
队只有2分差距。客场2:1击败
拉脱维亚队的土耳其队同样也
没有退出小组前两名的争夺，他
们以15分暂列第三，落后挪威队
2分。

世预赛欧洲区第一阶段每组
头名共10支球队直接出线。十
个小组第二与两支通过欧洲国家
联赛排名确定的球队进入第二阶
段比赛，决出另外3个出线名额。

声 明

●芝罘区尚饮粗粮饮品店的公章丢
失，声明作废。

●邹文娣，身份证号370613198112
172523，购买烟台恒大御山华府7地块1
号楼401，遗失商品房认购书和收据各
一张，认购书编号：0002389，收据号：
YH0002167，金额：464727 元，特此登
报挂失，声明作废。

●山东鞍马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遗失。证件
号：鲁交运管许可烟字370601640001
号，特此声明。

●曹小群（370613198901292528）
的 股 权 证 遗 失 ，股 权 证 凭 证 编 号
101356055，声明作废。

解除合同通知书
致烟台艺彩缤纷广告有限公司：

根据贵我双方签订于2014年 1 月
20 日的《户外广告位置使用合同》（下称

合同），贵方获得我方位于烟台商城游离
体（肯德基）北侧外墙的广告位置使用
权。根据合同约定，贵方须按时交纳广
告位置使用权出让金，如违约，则我方有
权单方解除合同且贵司除需恢复原状
外，还需承担相应违约金。

上述合同签订后，贵方并未按照合
同约定履行户外广告位置使用权出让金
的支付义务。虽经我方督促，至今欠付
我方出让金￥228111.11元。

鉴于上述事实，我方现正式函告贵
方如下：

一、自即日起，贵我双方签订的上述

合同正式解除。
二、请贵方于2021年10月15日前

将该户外广告位置的现有车展发布广告
拆除，将现场恢复原状；逾期，我司有权自
行拆除，所发生的拆除费用由贵方负担。

三、请贵方立即补缴自2016年1月
20日至今的户外广告位置使用权出让金
及相应滞纳金和违约金。

我方指定联系人：林晓洁
联系方式：13012579565
特此通知。
烟台新东方商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元 ■公章、财务
章、各类印章(个)，支票、发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
码证、渔船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身份证、
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元 ■残疾证、学生
证、失业证(个)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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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庆国庆 迎重阳

市老年体协举行文体展演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
员 陈华安 傅强 摄影报道）夕阳正当红，
晚霞更灿烂。由烟台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和
烟台满城地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庆国庆、迎重阳”文体展演活动昨天举
行。体育健身、舞蹈、戏曲、歌唱、走秀和队
列表演等14个由市老年体协相关工委选
送的精彩节目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经过一届届接力奋斗，市老年体协始
终坚持把扩大老年体育人口、提高老年人
身心健康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推
进老年人健身活动由粗放、一般化健身向
集约科学化健身转变，形成了体育健身与
文化娱乐、旅游交流、养生保健、服务社会

“五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市老年体育工
作不断上层次、创品牌、提境界，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荣获了全国、全省“敬老文明
号”等荣誉称号。

新一届市老年体协积极适应新冠疫
情防控的新形势，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这个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线上
文体展演以及规模不等的线下培训，引导
老年人居家健身，培育良好的生活习惯。
他们提出老体与企业结合，探索挖掘创新

传统文体健身游戏活动、创立具有烟台特
色的健身项目品牌的新思路，开展了卓有
成效的工作。

“打造具有烟台特点的沙滩气排球项
目并成功举办首届老年人沙滩气排球交
流活动，创立了烟台标准。”市老年体协常
务副主席王鲁涛告诉记者，“同时，我们正
在打造沙滩柔力球活动的烟台模式，创造
适合老年人健身特点的活动新模式，开展
老年体育运动，倡导组织老年人参加各类
文体健身活动，引导老年人养成良好健康
的生活习惯，提高生命质量和幸福感。”

“希望各级老年体协切实当好党和政
府与老年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做个勇于
担当、乐于奉献、服务老年人健康的爱心
传递人，做个倡导组织老年人科学健身、
文明健身的引领人，做个活得潇洒、富有
情趣、受人尊敬的康乐人。”市体育局局长
郑俊杰表示，“我也吁请全社会都来关心
支持老年人的体育事业，营造有利于老年
体育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满足老
年人追求健康快乐生活的期盼，提高老年
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塑造老年人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

本埠网文作者历时数年积墨成书

《乾坤志》登上喜马拉雅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一部
由本埠网络小说作者“卧云星空”撰写的
长篇仙侠小说《乾坤志》，经业内知名音频
制作公司——声音盒子工作室精心制作
后，已于日前正式登上国内最大的音频平
台——喜马拉雅。

《乾坤志》是一部集仙侠、武侠、古代
军事、修仙、宫斗、谋略、爱情等元素为一
体的长篇古典小说，全书共分九卷、900余
章，总计300余万字。《乾坤志》是双主角作
品，讲述了陶然、袁默两位出身平凡的少

年面对乱世中的家仇国恨奋起抗争，在万
千艰难中矢志不移，最终识破奸谋、战败
外敌、怒斗妖龙、光复家国的故事。该书
人物角色众多，场景宏大多变，文字优美
厚重，故事波澜壮阔，设定“仙”与“侠”双
线并进，将中华民族血脉里流淌的侠、义
精神升华，与仙、道内涵融合，描绘了一幅
雄壮的史诗画卷。

本书作者是两位相识数十年的好
友。“卧云”是一位媒体人，“星空”则是一
位酷爱读书与写作的“打工人”。该书发

轫于2017年两人的一次酒后闲谈，正式
动笔于2019年。二人笔耕不辍，积墨成
书，迄今仍在进行最后一卷的创作，预计
全书今年年底正式完结。

2020年8月1日，已有大量存稿的《乾
坤志》登上彼时成立不久的息壤中文网。
拥有深厚文字功力、波澜壮阔情节的《乾
坤志》，很快在该网小说中脱颖而出，读者
的点赞、推荐和追捧使《乾坤志》成为该网
站仙侠类作品的代表作。在该网站由读
者自发建立的推书书单中，有很多书单都
重点推介《乾坤志》：“从两个角色分镜描
写世人、修仙两大阶层，视角独特、文笔达
练。剧情由凡入仙、推仙及凡，彼此交缠
融为一条线，是难得一见的仙侠文，强烈
推荐一看。”“两个‘老男人’蓄谋已久的一
鸣惊人之作，集仙侠、武侠、军事、爱情、志
怪等多元素于一身，流畅的文笔在讲述故
事的同时分享做人做事的道理，而且更新

给力，堪称难得佳作。”
今年5月，息壤中文网首次启动了

“优秀作品评选”，在全站十二个门类、总
数上万部作品里评选出“男频十二强”和

“女频十二强”，《乾坤志》在读者的投票中
最终名列第八，同时也是“十二强”中排名
最高的仙侠类小说。

在此之前，业内一家知名音频制作公
司声音盒子工作室也被《乾坤志》所吸引，
主动要求进行有声小说的改编。经过数
月的精心制作后，《乾坤志》已经于日前正
式登上喜马拉雅有声平台。

喜欢听书的读者朋友，可以去喜马拉
雅为烟台作者打Call；喜爱读书的朋友，也
可以手机下载“息壤阅读”为他们加油。接
受采访时，“星空”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
还想创作同样体量的《乾坤志》后传和《乾
坤志》前传，用《乾坤志》三部曲回馈家乡父
老，也完成自己人生中的最大梦想。

考古学家共同探访红山文明
新华社沈阳10月12日电 今

年是红山文化发现100周年，也是
红山文化的中心——牛河梁遗址
发现40周年。为研讨红山文化最
新考古成果，深入发掘红山文化内
涵，多位考古学家于近日齐聚辽宁
朝阳的牛河梁遗址，共同探访五千
多年前的红山文明。

红山文化遗存发现于1921
年，因最早发现在内蒙古自治区
的红山地区而得名。20世纪70
年代起，我国在内蒙古赤峰市及
辽宁朝阳市牛河梁等地区展开了
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近千
处遗址，并对遗址群等开展了大
规模的发掘，使红山文化研究进
入一个新的阶段。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说，
1981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特别
是坛庙冢的组合及其与后世帝都
天坛、太庙与帝陵组合的相似性，
使人将其与中国延续存在的文明
传统联系起来。牛河梁遗址超过
5000年的测年数据则为中华五
千年文明史提供了证据，被称为

“中华文明的曙光”。
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认识，

经历过漫长路程，是一代代辽宁
考古人不懈的追寻。2012年《牛
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出版后，遗址

的考古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在
总结既往发掘经验的基础上，辽
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采用先进的
方法和技术，从更广阔的视角，深
入探索牛河梁遗址及其社会在中
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近年来，辽西地区又发现了
田家沟墓地、半拉山墓地等多个
红山文化的大型墓地；内蒙古南
部地区也相继发现了西台遗址、
魏家窝铺遗址等大型红山文化聚
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
的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考
古调查，在建平、喀左、凌源三个
地区发现了416处遗址，凸显了
红山文化时期大凌河流域红山先
民生活盛况。

“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不仅为
了解红山文化的社会及文明特征
提供了新材料，也为中华文明起
源以及文明发展多样性问题的讨
论奠定了基础。”中国考古学会理
事长王巍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韩建业说，由于牛河梁遗址内容极
为丰富，有许多过去很少研究的课
题，故对红山文化而言，还有许多
不熟悉的内容需要揭示，有关红山
文化的源流、内涵、社会状况等诸
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10月12日，在山东威海举行的2021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女子团体决赛中，山东鲁能队以3比1战胜深圳大学队，获得冠军。图
为山东鲁能队选手陈梦（左）/陈幸同在双打比赛中。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