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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据网络
直播平台《中国体育》（zhibo．tv）
6日消息，阔别赛场近两年的乒乓
球大满贯选手张继科将于本月18
日带来一场线上对决，对阵以39岁

“高龄”拿下全国乒乓锦标赛男单
冠军的削球手侯英超。

此前，已经离开赛场20个月之
久的张继科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
布了一条与侯英超练球的视频，引
发网友猜测和热议，随后《中国体

育》分别联系张继科和侯英超，最
终促成此次比赛。

作为一场国乒老队友之间的
“攻削大战”，一边是创造了445天
国际乒坛最快大满贯纪录的乒乓

“藏獒”，虽然近两年脱离一线赛
场，但张继科并没有离开乒乓球运
动，一直致力于乒乓球推广，也始
终保持着一定强度的运动训练和
比赛状态；另一边则是1998年就入
选国家队、2014年从国家队退役的

前国乒第一削球手，长期在《中国
体育》做兼职乒乓球主播，因解说
专业又风趣吸引了大批粉丝关
注。2019年，39岁的侯英超在全
国乒乓球锦标赛上连续击败梁靖
崑、周启豪和王楚钦等现国家队主
力球员，一举夺得男单冠军，被他
的球迷称为“地表最强主播”。

赛制方面，这场比赛将打破传
统的11分赛制，采用计时、抢分赛
制。对阵双方共将进行三节比赛，

每节10分钟，比分累加；第三节比
赛中，率先累计获得35分的选手获
得全场胜利。

据悉，比赛直播录制将在《中
国体育》演播室进行，将不安排现
场观众，避免人员聚集。另外，主
办方还将结合互联网直播平台特
点以及创新转播技术，对观看方
式、互动形式做出颠覆性的创新，
在线球迷有机会行使场外教练暂
停权。

张继科、侯英超“云约战”
攻削对决将网络直播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7日电
（记者罗 鑫）清明假期，北京市
文物局以“忆满京城 情思华夏”
为主题，指导北京地区博物馆
因地制宜开展线上传统节日文
化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共推
出清明节线上主题文化活动22
项，开展线上教育与公益活动
46次。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官网上，“缅怀抗战英烈 致敬
抗疫英雄”的清明节专题页面，
展示了抗战英烈名录、英烈故
事、英烈家书、抗疫英雄视频、抗
疫诗歌及抗战馆清明节相关活

动。不少市民通过“云献花”、网
上留言等方式参与“云祭扫”。
截至7日9时，专题页面浏览量、
献花人数分别达到5.6万人次、
5.4万人次。

“从古之蓟城到金之中都，
从元之大都到明清帝京——
3000余年建城史，北京这座古城
积淀下无数历史景观和淳厚的
文化神韵。”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张宝秀在北京博物馆学会6日推
出的首场“云讲堂”中，讲述了北
京城的前世今生，让观众体味到
古都在历史中不断凝结的巨大
文化魅力。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7日电
（记者张漫子 陈钟昊）始建于
1862年、曾被誉为京城“八大样”
之一的“中华老字号”瑞蚨祥6日
首次试水网络直播。直播人在讲
述绣花、盘扣等中式服装手工制
作技艺的同时，通过服装试穿、丝
巾佩戴等环节圈粉年轻观众，3小
时直播获得12.7万次点赞。

进入4月以来，内联升、龙顺
成、同仁堂、荣宝斋、瑞蚨祥先后
在“京东直播”亮相，让老字号的
历史故事、文化属性、经典技艺
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关注。据了
解，其中首个“尝鲜”的老字号内
联升在直播的两小时内，详细展
现了内联升千层底布鞋的制作
技艺之妙，并利用此次直播发布
其与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联名

推出的婚鞋，收获 1.66 万次点
赞，不少网民在直播界面留言

“涨姿势”。
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

到，此次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与京东电商平台合作，
首次为中华老字号开通网络直
播。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主任姜婷婷说，在消费“菜单”
愈发丰富的今天，面对消费者不
断升级的需求，如何积极求变、通
过转型擦亮“金字招牌”，成为老
字号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据了解，接下来将有更多京
城老字号参与到网络直播活动
中，以“有年头的品牌，有温度的
手艺，有故事的产品”吸引更多
年轻人走近老字号，了解背后的
历史源流、技法绝活。

据新华社天津 4月 7日电
（记者周润健）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趋好，文艺院团也开始有序复
工。记者7日从天津评剧院获
悉，由该剧院创排、两获中国戏
剧“梅花奖”的曾昭娟领衔主演
的新编传统评剧《赵锦棠》“像音
像”录制工作近日正式启动，这
是今年天津首部录制的“像音
像”地方戏剧目。

曾昭娟作为新时期评剧的
领军人物，曾拜评剧大师、评剧

“花派”创始人花淑兰为
师，并将花淑兰的代表
性剧目《朱痕记》原汁原
味地继承下来。

《赵锦棠》就是在
《朱痕记》的基础上整
理、加工、新编而成，主
要讲述了赵锦棠在丈夫
离家从军后遭遇婶母百
般刁难与种种欺凌，与
婆婆相依为命、不离不
弃 的 故 事 。 该 剧 于
2013年首演，至今已演
出近800场，其间获得

多个全国性奖项。
“现在正值我的表演黄金

期，可能再过几年，我就无法保证
舞台上技巧的质量和声音的质感
了。”曾昭娟感慨地说，“像音像”
工程开辟出了一条传统戏曲高水
平传承的新路径，“通过现代手段
将传统艺术完整地保留下来，让
舞台艺术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更久远的流传，对戏曲的传承和
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图为录制现场。（新华社发）

北京各大博物馆
开展清明节线上文化活动

评剧《赵锦棠》录制“像音像”

老字号“试水”网络直播
探索非遗“活态”传承

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记
者王集旻）据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
盟（NFL）官网6日消息，NFL将在
本月如期进行选秀大会，但选秀活
动将采取虚拟形式进行。

今年的选秀大会原定在拉斯
维加斯进行，时间是4月23日至25
日。不过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美
国愈演愈烈，NFL总裁古德尔已经
通知联盟的32支球队使用网络和
电话等形式进行选秀。

“目前联盟遭遇的挑战非常
大，我和很多相关人士进行了讨
论，我们都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球
队选秀应该以远程操作方式进行，
这更需要大家务实、灵活和耐心，
也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古德尔说。

本赛季NFL将于9月开战。

新华社海口4月6日电（记者
刘 博）6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
关于印发《海南省国家体育旅游
示范区发展规划（2020—2025）》
（以下简称《规划》）的通知。《规
划》指出，设立海南体育发展基
金、建立海南体育产业集团、鼓
励本地大型体育旅游企业挂牌
上市，推动海南体育产业市场化
发展。

《规划》指出，海南体育赛事
市场化程度不高，顶级赛事稀
缺，影响力和营收能力弱，主要
靠政府财政支持。未来将探索
发起设立海南体育发展基金，推

动搭建体育产权交易及投融资
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
成立海南体育产业集团，做大做
强海南体育企业，扶持体育俱乐
部建设及股份制、会员制的经营
模式，以市场化、产业化方式吸
引社会资本助推海南体育事业
发展。

《规划》明确，积极扶持、培育
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体育旅游
民营企业，鼓励本地大型体育旅
游企业挂牌上市，实施跨国经营、
海外并购，扩大产品出口和服务
贸易。大力扶持本地中小微体育
旅游企业，打造一批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知名品牌体育旅游企
业。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
体育公司，在海南省设立企业总
部，鼓励世界级高端体育赛事品
牌入驻。

据悉，《规划》分为两个阶
段。2020年至2022年，体育旅游
示范效应初显，品牌形象基本形
成。初步建立具有海南特色的体
育旅游管理体制机制，体育旅游
规范标准。初步形成海南省特色
体育旅游产品体系，加快推动体
育旅游产品多元化发展。2023年
到2025年，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
创建完成。

新华社首尔4月7日电（记者
陆 睿 耿学鹏）国际乒联7日宣布
再次推迟 2020 世界乒乓球团体
锦标赛的举办日期，赛事将暂定
于 9 月 27 日至 10 月 4 日在韩国
釜山举行。

国际乒联在当天发布的声明
中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的影响，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3
月 29日召开会议，决定暂停今年
6月30日之前所有的国际乒联赛
事和活动，并进一步推迟举行
2020世乒赛。

2月下旬，国际乒联曾通过执
行委员会讨论决定，将原定于3月
22日至29日举行的2020世乒赛
推迟到6月21日至28日举行。

国际乒联表示，将继续与韩国
乒协一道密切关注全球疫情局势，
将参赛球员、教练员、球迷、工作人
员以及相关各方的安全健康放在
首位。若情况未有好转，则可能进
一步调整赛事举办计划。

海南发布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发展规划

中国男子跳高名将张国伟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决定退役，告别运动员生涯。 5日
下午，张国伟在个人微博中写道：“对不起，我真的跳不动了，我决定退役了。”

图为2017年9月4日，山东队选手张国伟在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跳高决赛中，以2米27
的成绩获得季军。 （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 摄）

国际乒联宣布
2020世乒赛
再次延期

NFL选秀大会
将“虚拟”进行

中国跳高名将张国伟退役中国跳高名将张国伟退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