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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入选2019
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截至2019年底，“南海I号”考古发掘
项目共发掘文物近18万件套，发掘提取的文物种类丰富，主要有
瓷器、铜铁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等。

图①为在广东阳江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展出
的“南海I号”出土文物金钳镯。

图②为在广东阳江海陵岛的“南海I号”发掘现场清理出的瓷
器及瓷片（拼版照片）。

（新华社记者 邓 华 摄）

为“最美逆行者”而歌
国家大剧院策划“线上音乐会”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漫
子）日前，国家大剧院策划出
品的“致敬最美逆行者，为你歌
唱——2020国际护士节主题音
乐会”，作为特别策划亮相国家
大剧院“声如夏花”系列线上演
出。观众可通过国家大剧院古
典音乐频道欣赏到音乐家们为

“最美逆行者”唱响的生命礼
赞。

本场线上主题音乐会分为
“最美逆行”和“春暖花开”两个
篇章，集中呈现国家大剧院在疫
情期间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并
邀请曾奔赴武汉的北京医护人
员现场分享抗疫故事。

本场音乐会最闪亮的主角
莫过于疫情期间驰援武汉的北
京一线医护人员。在音乐会中
的“天使告诉你”采访环节，多位
在武汉连续奋斗70余天的医护
人员和记者，一起分享了抗疫中
的难忘瞬间。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
邢正涛及妻子白钰，两人一个在
武汉、一个在北京，各自在一线
抗疫，用行动书写“战地情书”，
他们带来了一个关于“承诺”的

故事。北京朝阳医院主管护师
秦立宁与被他救治的91岁退伍
老兵孙爷爷，诠释了一个关于

“牵挂”的故事。曾经历过“非
典”、参与过玉树抗震救灾、这次
又驰援武汉的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护理部主任王泠则带来了一
个关于“责任”的故事。

本场音乐会中，国家大剧院
精选了5部作品致敬医护人员。
其中，合唱《天使的身影》首发于
2月2日，首发视频中，歌唱家们
曾戴着口罩面向空无一人的剧
场歌唱，令人动容，而在此次音
乐会中，他们摘下口罩、露出笑
脸，与观众一道用歌声致敬“凯
旋英雄”，致敬“白衣天使”。另
一首合唱作品《天使告诉我》首
发于3月18日，由国家大剧院院
长王宁作词、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王黎光作曲，采用交响合唱的形
式，通过音乐色彩的变化，表达
了医护人员坚定的意志，歌颂了
医护工作者与民众之间的信任
与守护。五部作品均由国家大
剧院歌剧院演员队、国家大剧院
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68位艺术
家倾情演绎。

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音乐剧
《一爱千年》将在线上首演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周 玮）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中
国歌剧舞剧院原创音乐剧《一爱
千年》将于5月19日在优酷独家
播出。

这部音乐剧改编自中国神
话故事《白蛇传》，用四幕篇幅讲
述了“断桥相会”“药房成亲”“水
漫金山”“雷峰塔毁”四段情节，
以“爱”的视角全新演绎这段家
喻户晓的神话爱情故事，并通过
多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让观众
欣赏到视听俱佳的演出效果。

此剧由中国歌剧舞剧院院
长陶诚担任艺术总监，词曲作家
陈小奇担任编剧，作曲家李小兵
担任作曲，毛伟伟担任总导演。
剧中主要演员均来自中国歌剧
舞剧院歌剧团，其中“80后”“90
后”青年演员各占一半。

陶诚说，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剧院推陈出新，将“线上先首
演、线下再巡演”的全新演出理念
运用到国产原创音乐剧推广中，
将高质量的舞台艺术作品以云上
演出的形式奉献给广大观众。

“南海I号”南宋沉船
水下考古发掘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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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郑 直 卢羽晨）中国队力压美国队
夺冠，为 2020 国际棋联 Chess．
com线上国家杯画上圆满句号。
在疫情按下全球体坛暂停键的时
期，国际象棋因其独特性闯入更多
人的视线。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线
上赛事？国际棋联还将有怎样的
动作？国际棋联“掌门人”德沃尔
科维奇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逐一回
答了这些疑问。

国家杯未来或将继续
“首先我想向所有中国国象爱

好者表示祝贺，你们的国家队在这
次国家杯中取得了胜利。”德沃尔
科维奇说。

在三月的候选人赛因疫情影
响被迫中断后，国际棋联将目光转
向线上。

“尽管当下对于整个世界包括
全球体坛来说都是一段艰难而灰
暗的时期，但既然国际象棋除了两
人隔棋盘相对而坐外也可以在电
脑上进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利用

这段时期转战网络，吸引新的爱好
者。”德沃尔科维奇说。

共有中国、印度、美国、俄罗
斯、欧洲联队及世界联队六支队
伍参加了疫情期间举办的这一线
上顶级赛事。“这也是一次别开生
面的混合团体赛，男女国家队成员
同场竞技的情景并不多见。”他说，

“组织这样一场赛事殊为不易，除
了征得合作伙伴的支持，还要让
所有顶尖棋手就比赛时间等细节
达成共识……但无论如何，我们
做到了。”

根据国际棋联官方提供的数
据，赛事总观看人数达到数百万，
来自中国的关注尤其多。“我们很
满意赛事的举办情况。”德沃尔科
维奇透露，“鉴于本届国家杯的参
与者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反馈，
未来我们可能将继续举办这一赛
事。”

更多线上赛事等待揭晓
国家杯落幕后，其他线上赛事

也将纷纷登场。

“今年我们计划举办不同类型
的线上赛事，我们将观察赛事的效
果、观众的反应、合作伙伴的反馈，
从而决定哪些赛事会被保留，哪些
会在未来转向线下。”

“现在所有人都在等待国际棋
联举办个人赛，几天之后，我们就
将举行斯坦尼茨杯快棋赛，来纪念
国际象棋第一位正式世界冠军。”
德沃尔科维奇介绍说，“这一赛事
将 于 5 月 14 日 起 在 Chess24．
com上演，20位顶尖棋手将参与争
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现世
界棋王卡尔森。”

“此外，我们也将很快公布一
批针对非职业选手举办的跨平台
赛事，比赛将于各对弈平台同时进
行，从而吸纳更多人参与。未来还
有很多赛事在等着大家。”

德沃尔科维奇也提到了线上
赛可能出现的作弊问题，他表示，
国际棋联相信超一流棋手的公平
竞争精神，因为他们的名誉要比
比赛的输赢更为重要。“我们也会
在比赛中利用摄像头以及电脑算

法鉴别作弊行为，相信这一套‘组
合拳’应该可以将风险降至最
低。”

着力打造全球国象数据库
谈及国际棋联未来的工作重

点，德沃尔科维奇特别指出，尽管
各行各业都饱受疫情冲击，但国际
棋联的运行依然顺畅。

“我的同事们遍布各个国家的
各个城市，因此远程工作的模式对
我们来说相当熟悉，我们每天都会
保持线上交流。”他说，“我们计划
中的针对教练以及裁判的线上培
训会也已经开始，大家对此兴趣浓
厚，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依然能够精
进业务水平令人欣慰。”

“生活要继续，国象也要继
续。”德沃尔科维奇表示，自己看好
线上赛的数量在未来继续迎来增
长。“不管形式如何，它还是一场国
象比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来自
不同国家的人们开始参与这一项
目，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媒体也将国
象赛事纳入了报道计划。”

国家杯未来或将继续举办
着力打造全球国象数据库

——访国际棋联主席德沃尔科维奇

近日，位于湖南长沙湘江新区的湘江欢乐城欢乐雪域主体施工完成，总造雪量完成过半，冰滑道和雪滑道制作
及浇冰工作正有序开展，雪上设备进入调试阶段。据介绍，湘江欢乐城所处位置曾经是一个因采石而留下的深近
百米、面积近18万平方米的巨型矿坑，而建成的湘江欢乐城欢乐雪域就“悬浮”在这个矿坑之上。据了解，湘江欢乐
城欢乐雪域预计今年暑期开放，将成为市民进行室内冰雪运动休闲的好去处。图为5月13日拍摄的湘江欢乐城欢
乐雪域内景。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长沙长沙：：矿坑变雪场矿坑变雪场

据新华社东京5月13日电（记
者王子江 刘春燕）国际奥委会顶
级赞助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日前
发布的财报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预计2020财年（2020年4月
至 2021年 3月）营业利润将暴跌
79.5％，丰田社长丰田章男希望人
们借此改变生活方式。

丰田的财报显示，2020财年，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汽车市场
需求骤降，丰田集团全球销量预计
将降至890万辆，整个财年的营业
利润将降至约5000亿日元（约合美
元46.3亿元）。2019财年，丰田公
司在全球销量为1045.7万辆，营业
利润为2.4428万亿日元（约合美元

226亿元）。
丰田章男表示，这次疫情给全

世界一次巨大的反思机会，让所有
公司和人们好好反思“如何生活并
改变正在做的一切”。

他还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机会。”

国际奥委会目前共有14家顶
级赞助商，除丰田外，其他企业同
样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住宿预订公
司爱彼迎（Airbnb）上周宣布将裁
减25％的员工，7500名员工中的
1900人最快将于本周被解雇，公司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切斯基
表示，今年的收入预测不足去年水
平的一半。

国际奥委会顶级赞助商丰田
利润将暴跌近八成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吴俊宽 张悦姗）世界田联欧洲时
间12日在官网上公布了调整后的
2020年钻石联赛临时赛程。新赛
程共包含11站比赛，每站比赛各项
目不再设置名次积分、不设年度冠
军，原定于瑞士苏黎世举行的总决
赛也将取消。

按照世界田联原定计划，2020
赛季钻石联赛将包含14站比赛，其
中最后一站苏黎世站为总决赛。
计划中的首站比赛为4月17日的
卡塔尔多哈站，不过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多站比赛都无法如期

举行。按照新公布的临时赛程，
2020赛季钻石联赛首站将调整到
8月14日在摩纳哥举行，最后一站
比赛将于10月17日在中国举行。
此外钻石联赛上海站计划于9月
19日举行。

世界田联表示，考虑到目前
疫情对世界各地运动员训练备
战、飞行参赛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响，无法保证每站比赛竞技水平
的公平性，因此本赛季钻石联赛
不再设置积分，也不再产生总冠
军。原定9月在苏黎世举行的钻
石联赛总决赛将取消。同样取消

的还有摩纳哥拉巴特站和英国伦
敦站两站比赛。

由于不再设置积分，每站比赛
也无须再按照世界田联要求设置
相应的钻石联赛项目。不过，世界
田联表示各站比赛的主办方需要
至少提前两个月公布本站比赛的
项目设置、竞赛安排等具体内容，
以方便各地运动员选择参赛。

世界田联同时表示，苏黎世将
举行2021和2022赛季钻石联赛的
总决赛。经协商，原2022赛季总决
赛主办城市尤金将顺延举行2023
赛季总决赛。

钻石联赛“压缩版”赛程公布
不设年度冠军并取消总决赛

武磊恢复训练武磊恢复训练

近日，西班牙人队在巴
塞罗那恢复训练，为可能重启
的西甲联赛做准备。尽管西
班牙足球职业联盟5月10日
宣布有5名球员和3名员工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但
联盟主席特巴斯仍表示希望
于6月重启联赛。图为5月
11日，西班牙人队球员武磊
在训练中。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
电 中国足协13日正式宣布秘
书处组成部门设置等机构调整
方案，秘书处由原来的28个部
门调整为16个，同时香河基
地、福特宝公司、中超公司等保
持不变。

中国足协表示，这是中国
足协深入贯彻落实《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持续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推进足球领域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一项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优
化协同高效的机构改革精神。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
2019年 8月上任时曾向新华
社记者表示要建立一套符合市
场化、符合规律的运行体制机
制。“尽管现在我们已经（与国
家体育总局）脱钩了，但是一些
行政化趋向和思维方式仍然根
深蒂固。足协过去设置28个
部门肯定有其道理，但放在今
天，我觉得应该调整。这个调
整是要更加适应‘政社分开、权
责分明、依法自治’12字方针
的要求，更加依法自治，更加能
把一件事情的责任、权利交代
清楚。”

“你不能一个事情交由几
个部门去办，谁也不负责任，
那肯定是不行的。中国足协
人人都是改革参与者，改革必
然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我
们要教育说服中国足协的每
个工作人员，要大家都从中国
足球发展的大局上认识这个
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
戌源说。

中国足协说，下一步将以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为根本遵循，以机构调整改革
为契机，逐步健全完善内部治
理，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前提下，大力做好男女足国
家队备战、青训体系建设、职业
联赛改革发展等重点业务工
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足球
的美好期待。

足协推进机构调整
秘书处由28个部门

缩减为16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