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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
就简化办奥达成一致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姬 烨 王 梦）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洛
桑当地时间10日以视频形式召开
会议，听取了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
会最新规划和筹办进展，与东京奥
组委就简化办奥达成一致。

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东
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分别介绍了
这届奥运会的新定位、路线图和重
新规划的原则。本届赛事新的定
位将以运动员和体育赛事为核心，
同时强调简化、优化筹办工作。此
外，路线图还列出了直到2021年奥
运会开幕前的重要节点。国际奥
委会执委会对此表示同意。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还同意，继
续以2020年 12月作为确定2024
年巴黎奥运会项目设置和运动员
配额的截止日期。同时强调将削
减运动员全部配额（包括全部新增
项目）至10500，各项目尽可能实现
男女平衡，新增项目的前提是有现
成的场馆。

去年6月的国际奥委会全会原
则性同意巴黎奥运会增设霹雳舞、
滑板、攀岩及冲浪四个大项。今年
12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对当届
奥运会的项目设置做出最终决定。

“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特殊情
况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因此，任何有

关2024年巴黎奥运会项目设置的决
定都应体现《奥林匹克2020议程》和
《新规范》。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再次
重申，降低奥运筹办成本和复杂性是
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场馆要求方
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对
于项目设置来说，尽管新增项目当
前无法在奥运舞台进行测试，我们
依旧保留了原定的2020年12月的
截止日期，这是因为我们需要给相
关运动员、国家（地区）奥委会和国
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带来确定性。”

在这一截止日期确定之后，运
动员将可以从相关机构获取资助，
而巴黎奥组委、国际单项体育联合

会和国家（地区）奥委会也将得以
继续推进场馆、财务和后勤规划。

此外，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听取
了国际举重联合会涉嫌贪污并掩
盖反兴奋剂违规情况的最新汇报，
对于国际举联采取的积极改革和
应对措施表示认可，表示在东京奥
运会不会给任何该事件牵连的国
际举联官员注册奥运证件，同时保
留进一步采取措施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重新评估举重是否成为巴
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国际奥委会还强烈谴责了种
族歧视，表示非歧视是奥林匹克运
动的支柱之一。

广东汕头：

非遗技艺走进百年开埠区

巧手设计绣出“南国名花”、
方寸瓷面书写唐诗宋词、樟木上
精雕出镂空虾蟹篓……位于广东
省汕头市开埠区的潮汕文艺人才
一条街6月开展“潮汕文艺大师
非遗大讲堂”活动，当地一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逐一登台，向
四方游客展现木雕、陶瓷微书、抽
纱等传统技艺。

汕头于19世纪60年代开埠
通商，拥有大片骑楼群的开埠区
曾是粤东商贸繁华之地。汕头所
在的潮汕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丰富，民间文化艺术品种多样，
仅汕头一市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13项、省级非遗项目39项、市级
非遗项目102项。

去年在开埠区设立的潮汕文
艺人才一条街总建筑面积1590
平方米，已设立7个大师工作室
及汕头中国画院艺术交流馆，并
建有潮汕文艺人才交流中心。记
者近日走访看到，因疫情一度冷
清的开埠区游客又多了起来，不
少人在这些非遗传承人的工作室
内流连忘返，在橱窗前用手机拍
下各色手工艺品。

从6月到9月，汕头一批非
遗传承人将在这条街上分别登台
讲述他们对非遗文化的坚持与传
承，并现场演示各自擅长的非遗
工艺制作流程。

“远看是工艺瓷器，近看上面
一幅画，再拿放大镜看，画是由密
密麻麻的古代诗词组成，集诗、
书、画、瓷于一体。”国家级非遗项
目陶瓷微书传承人王芝文告诉记
者，这项技艺是凭裸视用特制毛
笔在瓷器釉面上书写，再经过烧
制，“每平方厘米的瓷面上能写

50多个繁体汉字。”
微书技艺如同在光滑的瓷面

上“舞蹈”，国家级非遗项目木雕
对手上功夫也要求极高。木雕传
承人何汉林大部分时间都在作坊
中构思和雕刻，陪伴他的是200
多件雕刀、锯、钻等工具，有的作
品一“雕”就是两三年。在他“多
重镂空”的技艺下，一块樟木会渐
渐变成层次分明、活灵活现的“虾
蟹篓”。

“目前汕头专门从事木雕工
艺的民间艺人不多了，我希望有
更多的人来了解支持这个行业。”
何汉林说，自从在开埠区设立工
作室后，他经常为往来游客、当地
市民展示木雕技艺，也时常为中
小学生开设讲座，努力将这项传
统技艺传承下去。

对此感同身受的还有国家级
非遗项目抽纱传承人陈树泽。抽
纱需要按照设计图案抽出布料中
的“经纬线”，再以针线缝锁抽口、
加花纹刺绣，因千姿百态、栩栩如
生而有“南国名花”之称。

已经入行40多年的陈树泽
说，抽纱工艺复杂，包括整稿、针
稿、刷稿、制作、洗熨等多个环节，
他正将抽纱技艺用于灯罩、包袋
等文创产品，并在学校开课寻觅
传承人。

汕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林永
河说：“这些非遗传承人工作室的
设立将带动整个开埠区的保育活
化，展示潮汕文化艺术的丰硕成
果和深厚底蕴，同时作为潮汕传
统文化对外交流平台，培养更多
文艺人才。”

（新华社记者 詹奕嘉 黄 垚
孟盈如）

灵井鸟雕像：

我是一只来自一万多年前的“小小鸟”
新华社郑州6月11日电（记

者桂 娟 双 瑞）研究人员最新发
现，我国最古老的雕塑可追溯到
13500年前，造型是一只不到2
厘米长的“小小鸟”。

6月11日，一个来自中国、法
国等的国际研究小组，在美国《公
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上公布
了在河南省的一项重大发现——
一个微型鸟雕像，灵井鸟雕像。
研究者认为，它的发现将东亚雕
塑艺术的起源提前了8500多年。

灵井鸟雕像出土于河南灵井
“许昌人”遗址。雕像非常小，高
1厘米多，宽仅0.5厘米。形体粗
壮，短头，有圆形的喙及长尾，很
可能属于雀形目。艺术家没有雕
刻这只鸟的腿，而是削了一个可
以让它站立的底座。

灵井鸟雕像是用一块中等大
小的哺乳动物肢骨骨干碎片雕刻
而成，骨头经过加热处理，是烧焦
的骨头。雕刻时使用了研磨、琢
削、刮削和切割四种不同技术，在
较小的物体上达到惊人的平衡和
美丽。

“其制作工艺从发现的半成
品上得到印证，有的半成品上遗
留有类似刀片刮擦的痕迹，这种
刀片可能就是以往称为‘雕刻器’
的细石器。”论文第一作者、山东
大学教授李占扬说，在出土鸟雕
像的地方，发现了用燧石制作的
雕刻器。

为什么研究人员认为这个
雕像是鸟而不是别的呢？论文
共同通讯作者、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教授弗郎西斯科表
示，一是它有类似鸟的头、喙、
喉、胸部和背部；二是两个侧面
经过细致处理，以接近大多数
鸟的解剖特征；三是在眼睛的
位置加上了标记。

他认为，没有雕刻翅膀并不
构成作为鸟的障碍。“艺术表现是
对现实世界做加减法的修改操
作，翅膀的缺失也可能由于制作
的骨头碎片厚度不够等原因。”

“在东亚，之前并未发现过这
类雕塑艺术，之后也不见其继承
者，灵井鸟雕像的来源和去向仍
是一个谜。”李占扬说。

德国杯德国杯：：拜仁慕尼黑晋级决赛拜仁慕尼黑晋级决赛
6月10日，在慕尼黑举行的2019—2020赛季德国杯足球赛半决赛中，拜仁慕尼黑队主场以2比1战胜法

兰克福队，晋级决赛。图为当日，拜仁慕尼黑队球员莱万多夫斯基（左一）进球后与队友庆祝。（新华社/路透）

世界第一特鲁姆普
无缘斯诺克
冠军联赛四强
新华社伦敦6月10日电

（记者张 薇）世界第一特鲁姆
普10日在斯诺克冠军联赛中
1胜1平1负，未能晋级这一采
取小组单循环赛制赛事的最
后四人决赛。

英国政府6月1日起对精
英及职业体育赛事闭门举办

“开绿灯”，斯诺克冠军联赛立
即在位于伦敦西北米尔顿凯
恩斯的马歇尔体育馆操办起
来。特鲁姆普1日连赢3场，
作为16个小组头名之一晋级
16强。10日再战，特鲁姆普开
局不利，0：3败给世界排名第
36位的瑞恩·戴。随后两场比
赛他1胜1平，最终未能超越1
胜2平的瑞恩·戴，只能眼看着
对手挺进四强。

至此，11日四强决赛人选
全部出炉。9日晋级的宾汉姆
和沃拉斯顿以及10日胜出的瑞
恩·戴和布雷塞尔将一争高下。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重点工程将于年底完工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魏

梦佳 董明昊）记者日前从北京市
延庆区获悉，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
庆赛区共有13项在建工程，按计
划，位于核心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
村和山地新闻中心以及外围的延
庆综合交通服务中心、冬奥森林公
园等重点工程都将于今年年底前
完工。

据介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目
前已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90％，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完成总工程量的
88％；延庆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
总体任务进度已经过半，其他各项

工程也在稳步推进中。今年年底，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
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将全面
竣工。

在延庆火车站北侧，承担着京
张高铁延庆支线火车站功能的延
庆综合交通服务中心的建设已接
近尾声。候车大厅内，主体工程已
全部完工，工作人员正进行收尾工
作。作为北京冬奥会重点配套工
程，这一中心是集高铁、市郊铁路、
公交、出租车、自行车及停车等多
种方式于一体的综合枢纽，计划于
6月底完工。未来，中心将在冬奥
会期间承担观众的交通转换及服

务功能，同时也将服务于延庆市民
日常活动及通勤，提供更快捷便利
的出行方式。

在赛区核心区，国家雪车雪橇
中心的赛道犹如一条巨龙在盘旋舞
动。自2018年进场施工以来，上海
宝冶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项目党支部
书记姚远参与了工程的建设全程。
如今，看到“巨龙”即将腾飞在青山
绿水间，姚远心中感慨万千。

“作为一名建设者，我见证了
这条赛道从无到有，见证了建设人
员突破一个个技术阻碍。我为能
在冬奥会这样的平台上展示中国
建筑力量感到自豪。”姚远说。

据新华社青岛6月11日
电（记者张旭东）记者11日从
CBA联赛复赛青岛赛区组委
会了解到，为做好青岛赛区疫
情防控工作，赛事将实行健康
管理“一人一档”。

据介绍，青岛赛区组委会
由青岛市副市长担任组委会
主任，青岛市体育、卫健、疾
控、公安、青岛国信集团等部
门相关负责人担任组委会成
员，各司其职，有序推进赛事
筹备工作。

目前，赛事承办工作方
案、交通流线及应急预案等
均按照青岛市重大赛事活动
相关要求进行部署，比赛场
地、食宿场所均已进行维修
升级，能够满足竞赛、安保、
医疗、新闻媒体、接待服务等
要求。

根据疫情防控的新形势
新要求，青岛国信集团已按照
青岛市相关工作要求，提前制
定《CBA 复 赛 疫 情 防 控 方
案》。依据方案，赛事将实行
健康管理“一人一档”。

据了解，青岛赛区将有10
支球队进行39场比赛，全部空
场进行。

CBA复赛青岛赛区：

健康管理
“一人一档”

国家跆拳道队国家跆拳道队、、
空手道队训练备战空手道队训练备战

6月10日，国家跆拳道队
和国家空手道队继续在山西体
育中心国家队训练基地训练。
自5月9日开始在山西体育中
心正常训练后，国家跆拳道队
和国家空手道队开展了体能和
技战术训练，积极备战东京奥
运会。

图为当日，国家跆拳道队
运动员张宇森（左）和林文烨在
训练中。 (新华社 柴 婷 摄）

66月月33日日，，国家级非遗项目木雕传承人何汉国家级非遗项目木雕传承人何汉
林在制作木雕作品林在制作木雕作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卢卢烨烨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