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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强大！
奥运选手在线加油会下周举行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为号
召广大体育爱好者为备战东京奥
运会、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加油，
鼓励他们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保持
饱满的精神状态，继续保持强大，
由中国奥委会与北京冬奥组委联
合发起的“＃保持强大＃中国奥运
选手在线加油会”将于23日通过各
大平台全网播出。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此次中国
奥运选手在线加油会是中国奥委

会2020年奥林匹克日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旨在以奥林匹克精神感
召广大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与体
育运动。自 6 月 8 日启动以来，
2020年奥林匹克日活动受到群众
广泛关注。广大运动爱好者纷纷
通过网络平台上传了创意运动短
视频，线上跑运动轨迹征集报名人
数也空前火爆。

从中国奥委会当日发布的活
动海报看，此次中国奥运选手在线

加油会将于23日19点 30分通过
各大平台全网播出。活动参与阵
容强大，集结跨项目、跨代际的运
动员，同时还有传奇运动明星连
线。两个半小时的特别连线中，主
持人张斌、韩乔生将携手姚明、刘
国梁、周继红等中国体育名宿，联
合中国游泳队、中国乒乓球队等数
十个项目的国家队队员，一起相约
云端，通过创新直播技术连线互动，
探访一线备战情况，发起全民健身

挑战，共享云上的奥林匹克日。
据介绍，整场加油会活动将分

为逆境勇者、王者之师、新生无畏、
冰雪之力、蓄力东京五大板块，号
召观众用运动支持运动，给正在特
殊时期依旧保持良好状态的运动
员们以最强大的支持，并以此带动
全民参与运动，增强身体素质，弘
扬奥林匹克精神，响应国际奥委会

“保持强大、保持活跃、保持健康”
的号召。

6月16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内蒙古自治区橄榄球队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开展训练，全力备战
2021年全运会等比赛。图为内蒙古男子橄榄球队队员在进行撞击训练。 （新华社记者 彭 源 摄）

新华社东京6月16日电（记者
杨 光 王子江）东京奥组委执委会
委员高桥治之表示，如果奥运会在
明年夏天难以举行，那么应该考虑
再次延期。这是东京奥组委相关
人士首次提及再次延期的可能性。

高桥治之日前在接受《日刊体
育》采访时表示，如果到明年春天，
各界认为很难在7、8月份如期举办
奥运会，届时应考虑向国际奥委会
要求再一次延期。他认为“必须全
力避免奥运取消”，因为取消将对
日本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打击。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东京奥
组委主席森喜朗、东京奥运会协调
委员会主席科茨都曾表示，如果奥
运会无法在明年7月23日如期开
幕，只能选择取消。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
敏郎上周五也表示，现在没有人可
以承诺奥运会能百分之百举行。

高桥治之是东京奥组委执委
会的25名执委之一，他曾作为日本
最大的广告企业电通公司的高级
董事总经理，为东京获得奥运会举
办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3月初，就在东京奥组委
坚称奥运会将在今年如期举行时，
高桥治之成为奥组委中第一位提
出奥运会应该推迟一到两年举行
的高管。

东京奥组委执委：
应考虑奥运会

再次推迟的可能性

内蒙古橄榄球队训练备战内蒙古橄榄球队训练备战

据新华社上海6月 15日电
（记者朱 翃 杨 恺）上海市体育局
局长徐彬15日接受采访时透露，
F1管理公司向上海提出，有没有
可能在上海举办两站分站赛，上海
方面目前还没有定论，需要根据疫
情发展情况等因素最终确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
很多国际体育赛事或被延期、或
遭取消。而因为日益平稳的疫情
情况和良好的办赛口碑，正打造
全球一流赛事之都的上海正受到
国际体育组织的青睐。

F1上海站原定于4月进行，
由于疫情影响，这一赛事被延期

到下半年。“虽然因为疫情，赛事
发生很多变化，但有些赛事还是
得到了国际体育组织和国家体育
协会的支持。”徐彬接受采访时
说，“F1管理公司日前已经官宣
了，他们恢复了今年前八站的欧
洲赛事，上海站将会延期到下半
年。此外，F1公司也在跟我们沟
通，有没有可能在上海举办两站
比赛。这个事情我们还在商议
中，没有最后决定，毕竟还要考虑
疫情发展情况等因素。”

据了解，上海还有一些国际
赛事比原来的计划安排更好。国
际射箭联合会旗下的射箭世界杯

上海站每年都在上海浦东新区举
办，今年因为疫情原因，上半年的
比赛取消了。“但是国际射箭联合
会考虑到上海的独特地位以及上
海这些年对于射箭运动的贡献，
决定把今年射箭世界杯的年度总
决赛放在上海进行，这将是射箭
世界杯年度总决赛历史上首次来
到中国。”徐彬说。

无论是F1期待上海给出“双
黄蛋”，还是射箭世界杯从分站赛

“升级”为年度总决赛，背后发挥
作用的，是上海体育人与国际组
织的积极沟通和上海办赛能力的
良好口碑。

F1官方希望上海今年“办两站”
上海方面尚未最终决定

近年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不断强化学校体育工
作，实施学校体育固本行动，培
养和引导学生热爱体育运动，养
成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让学生
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
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图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阿坝县藏文中学校的学
生在体育课上打篮球赛（6月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阳光体育
乐满校园

据新华社悉尼6月16日电（记
者郭 阳）澳大利亚足协16日发布
声明，澳大利亚男足顶级职业联赛
澳超将于7月16日回归。首场较
量将在澳超劲旅墨尔本胜利和同
城对手西部联盟之间展开。

澳足协在一天前与澳大利亚
职业足球俱乐部协会（APFCA）以
及澳大利亚职业球员工会达成协
议，决定最迟在今年8月31日前完
成2019—2020赛季联赛。

澳足协表示，各俱乐部相关人
员已顺利完成新冠病毒筛查检测，
将从17日起恢复训练。球队将在
训练场地严格执行卫生防疫措施，
将感染风险降至最低。剩余的27
场常规赛将在28天内完成。墨尔
本胜利和西部联盟将展开重启后
的首场较量，悉尼FC将在一天后
迎战惠灵顿凤凰。剩余赛程安排
会在稍后公布。

澳超首席执行官格雷格·奥罗
克说：“我们为完成常规赛准备了
多种抽签选择，因为接下来几周
内，澳大利亚各州的边境和旅行限
制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放松。”

澳超此前曾计划让所有球队
在特定中心完成比赛。但若国内
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放松，维多利
亚州、昆士兰州和南澳的俱乐部将
可以留在当地，珀斯光荣队和惠灵
顿凤凰队则仍需在新南威尔士州
完成比赛。

澳超将于7月重启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
者白 瀛）又一部美食纪录片《寻
味东莞》将于21日与观众见面。
该片通过有“世界工厂”之称的
东莞的地道风味折射一方水土，
带领观众探索风味流转背后的
历史变迁与人文情怀。

制片人李洁16日在京介绍，
由东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出品
的《寻味东莞》分为《得天独厚》
《山水相逢》《欢宴流转》三集，分
别从顺应天时、依山傍海和迁徙

交融三个角度来展现当地美食
风貌。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横
空出世后，美食纪录片迅速风靡
全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纪录片类
型，《人生一串》《老广的味道》
《风味人间》《新疆味道》等作品
都受到观众欢迎。

“美食的意义不止于果腹，
更承载着一片土地上人们的家
庭观念、生活方式、情感连接、精
神信念和价值传承。”李洁说。

第93届奥斯卡颁奖礼
将推迟举行

据新华社洛杉矶6月15日
电（记者高 山 黄 恒）主办奥斯
卡奖评选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
学学院15日宣布，受全球新冠疫
情影响，原定于明年2月28日举
行的第93届奥斯卡颁奖礼将推
迟约八周至明年4月25日举行，
这是四十年来奥斯卡颁奖礼第
一次被推迟。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当天发布的声明宣布放宽参评
影片档期时间。此前参评第93
届奥斯卡奖的影片应该在2020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上
映，如今故事片的提名资格时间
被延长到2021年2月28日。此
外，提交影片参评的截止时间也
被推迟。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主席戴维·鲁宾和首席执行官
唐·赫德森在声明中表示，一个
多世纪以来，电影总是在“至暗

时刻”通过抚慰、激励和娱乐观
众发挥重要的作用，今年也同样
如此，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希望通过延长参评期限和推迟
颁奖日期，让电影人能够灵活地
完成和发布影片，而不会受累于
一些不受控制的因素”。

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的电
影院几乎都处于关闭状态。好
莱坞大批重量级影片被迫推迟
上映或者暂停制作。即使美国
影院在夏季之后可以重开，许多
有志于奥斯卡奖的参评影片也
难以在档期扎堆的院线找到合
适档期。

奥斯卡颁奖礼在历史上曾
经三次被推迟。1938年洛杉矶
大洪水、1968年美国民权运动领
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以及
1981年美国时任总统里根遇刺
案，都导致奥斯卡颁奖礼推迟举
行。

话剧《深海》广东首演
讲述“中国核潜艇之父”故事

据新华社广州6月15日电
（记者邓瑞璇）“我的一生属于核
潜艇，属于祖国，我无怨无悔！”舞
台上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引起了
剧场内观众久久不息的掌声。

6月14日晚，以“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中国核潜艇之父”黄
旭华为故事原型的大型话剧《深
海》在广州首演。这部剧是在中
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指导下，由广东省话剧
院全新创排，也是2020年广东省
艺术院团演出季重点剧目。

黄旭华原籍广东揭阳，出生于
汕尾，曾在汕头就读中学。《深海》
讲述了黄旭华隐姓埋名三十载，带
领我国核潜艇研发团队，呕心沥血
打造国之重器，为我国核潜艇研发

事业默默奉献的动人故事。
深潜300米，是核潜艇建造

的一个里程碑。核潜艇的极限深
潜风险很大，而为了稳定队伍，在
试验时，黄旭华与大家一同上艇
深潜，成为当时世界上核潜艇总
设计师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
人。《深海》围绕这一事件展开，除
了讲述中国建造核潜艇的过程，
也展示了黄旭华人生中的重要生
活片段，从中铺开母子、夫妻、父
女等情感线，以及黄旭华对事业、
对国之重器的情感，临摹出他的
一颗拳拳爱国心。

导演黄定山说：“《深海》用真
诚的表达，希望让今天的观众看
到我们生活中的英雄故事，同时
获得艺术上的享受。”

美食纪录片荧屏接力

6月16日，由陕西省文物局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法门寺博物馆
承办的“唐天子的茶——陕西国宝系列特展之法门寺出土皇家茶具”亮
相陕历博国宝厅。展览展出了从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器物中挑
选出来的一组7件包括储茶器、筛茶器等在内的唐代皇家茶具，将面向
公众免费展出5个月。

图为游客在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厅内参观法门寺出土皇家
茶具展览。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法门寺出土皇家茶具展亮相西安法门寺出土皇家茶具展亮相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