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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6月30日电（记者
张 薇）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
（GAISF）6月30日“揭幕”专为可
持续发展打造的网络平台，希望各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及相关机构在
此分享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探索。

在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下 ，
GAISF创建了这一平台，向体育界
乃至全球社会分享与可持续发展
相关的资源、信息。平台上的内容
包括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有关可
持续发展的提议、体育生态圈之外

对可持续发展有所帮助的信息，以
及国际奥委会等体育管理机构的
相关实践等。

GAISF主席邱利认为“可持续
发展必须是体育的核心”“那么多
的运动项目都是在自然环境下进
行，我们特别强调要把可持续发展
的未来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国际奥委会体育部主任麦康
奈尔表示，可持续发展正是《奥林
匹克2020议程》的三大主题之一，

“我们期待继续与GAISF合作，确

保体育在当今全球可持续发展成
就中扮演有影响力的角色。”

邱利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新冠疫情的确对全球体育界
打击重大，他也特别渴望医疗和
科学领域能尽快研制出疫苗或者
治疗药物。但他同时表示，当人类
在很多领域减缓了行进的脚步，这
个星球因此受益。“我在家乡看到
了20年没见过的花，看到了10年
没见过的鱼，这不得不让我们更加
认真地思考，这个星球所面临的

威胁。之前，我们并没有足够重
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现在是
个机会。”

对此，有记者提出越来越多的
赛事，特别是新增的一些综合性赛
事是否有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邱利直言，这涉及太多组织，但国
际奥委会已经在定期组织大家开
会，保护运动员生理和心理健康，
不让选手们过度参赛也是讨论内
容之一。“相信我，我们在正确的轨
道上。”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
打造可持续发展网络平台

新华社马德里6月30日电（谢
宇智）2019—2020赛季西班牙足
球甲级联赛第 33 轮 6 月 30 日开
战。巴塞罗那主场2：2战平马德里
竞技，将争冠主动权交到了老对手
皇家马德里手中。

巴萨本轮坐镇诺坎普迎战联
赛排名第三的马德里竞技。科斯
塔的乌龙和梅西的点球让巴萨两
度领先，但萨乌尔独中两枚点球助

“床单军团”将比分扳平。目前巴
萨在西甲积分榜上21胜7平5负积
70分排名联赛第二，距离少赛一场
的“领头羊”皇马仍有一分差距。

开场仅11分钟，巴萨便凭借一
次角球进攻取得领先，梅西开出的
皮球被科斯塔不慎碰入自家网
窝。马竞在此后迅速还以颜色，卡
拉斯科禁区内被比达尔绊倒，裁判
判罚点球，科斯塔的首次罚球被特

尔施特根扑出，但裁判咨询视频裁
判后认为皮球罚出瞬间巴萨门将
双脚未踩在门线上，判定重罚，萨
乌尔主罚命中，在第19分钟将比分
扳为1：1。

梅西在第22分钟错过改写比
分的机会，他的射门擦门柱而出。

第50分钟，阿根廷人将塞梅多获得
的点球罚入，为巴萨重新取得领
先。这也是梅西职业生涯的第700
记进球。

第62分钟，卡拉斯科为客队再
次赢得点球，萨乌尔再度操刀，特
尔施特根虽然碰到皮球却未能将

球扑出，2：2的比分保持到终场。
在当日的其他两场比赛中，马

略卡主场5：1大胜塞尔塔，塞维利
亚则在客场3：0击败莱加内斯。

图为6月30日，马德里竞技队
球员萨乌尔（左）在比赛中打入点
球。 （新华社发）

西 甲：

三三点球一乌龙点球一乌龙
巴萨主场平马竞巴萨主场平马竞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
者公 兵 蔡拥军 王恒志）中国足协
官网1日发布消息称，2020中国平
安中超联赛将于7月25日开赛。

2020中超联赛原定于2月22
日启动，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被
迫按下暂停键。据介绍，2020中超
联赛将于7月25日分别在苏州赛
区和大连赛区举行。中国足协将全
力做好赛事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严
格遵守国家防疫工作的各项要求，认
真做好赛事的各项组织管理工作，
确保中超联赛安全有序进行。

按照相关工作部署，中国足协
将从内部各部门抽调人员增援中
超开赛筹备，他们将进驻大连、苏
州赛区。

中国足协尚未公布确切赛程，
原因在于中国足协将于7月6日在
上海召开的中超俱乐部总经理会
议上与各俱乐部就竞赛设计、防疫
措施、媒体传播等进行深入沟通。
但据了解，比赛拟采用“分组（分
区）、分阶段”赛制，其中首阶段小
组赛双循环14轮比赛预计将在9
月下旬完赛。此后进入中超停歇
期，给拟于10月、11月进行的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
强赛最后4轮国足的备战和比赛留
出时间。目前中超第二阶段比赛
赛制尚未确定，须综合疫情发展等
情况而定。如果不受疫情影响，整
个联赛预计将持续到今年12月下
旬。此外，亚足联也将结合中超及
其他参赛国（地区）联赛赛程公布
新的亚冠联赛赛程，中超将有4支
队伍参赛。

2020中超联赛
将于25日开赛

据新华社南京7月1日电（记
者王恒志）Chessable国际象棋
大师赛北京时间1日结束半决赛
首回合较量，中国棋手丁立人在
超快棋赛第二盘告负，暂时在三
场两胜制的比赛中落后于世界排
名第一的挪威棋手卡尔森。

本次线上赛共有12名棋手
参赛，其中包括八位世界前十选
手，世界前六棋手更是悉数出
战。比赛为快棋赛，12位棋手分
为两组进行双循环10轮预赛，小
组前四名晋级淘汰赛阶段。淘

汰赛为两组交叉对战，对阵双方
进行三场两胜制的比赛，每场比
赛先进行四盘快棋赛，如果打
平，再进行两盘 5＋3的超快棋
赛，如果还是平手，则进入突然
死亡快棋赛。

卡尔森和丁立人的半决赛
无疑称得上巅峰对决，卡尔森世
界排名和快棋排名都是第一、超
快棋排名第二；丁立人的世界排
名和快棋排名都是第三、超快棋
排名第八。但这场较量一开始
就生出波澜，此前在小组赛阶段

出现过的网络问题再度出现，丁
立人在第一盘棋下至43回合时
断线告负。尽管当时卡尔森局
面占优，但他显然不认为自己取
得了公平的胜利，于是，第二盘
棋第四回合他就送吃了自己的
王后，“还”给丁立人一局，两人
1：1 回到同一起跑线。随后的
比赛两人连续和棋，在超快棋第
二盘，卡尔森抓住丁立人的失
误，最终赢下了这个回合的较
量，在三场两胜制的比赛中占得
先机。

国际象棋大师赛半决赛
丁立人暂时落后

7月 1日，在广东东莞举
行的2019—2020赛季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CBA）复赛
第一阶段比赛中，福建豹发力
队以107比96战胜苏州肯帝
亚队。

图为福建豹发力队球员
王哲林（右）在比赛中投球。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CBACBA复复赛第一阶段赛第一阶段：：

福建福建豹发力胜豹发力胜
苏州肯帝亚苏州肯帝亚

在浙江嘉兴桐乡市洲泉镇
马鸣村，王志华、朱文炳、朱生
荣、朱强四代电影放映员，“接
力”放映电影五十余年。一台放
映机、几盘胶片、一面白墙，构成
他们的“流动电影院”，“哒哒”的
走带声转出了光影老味道，也转
动了整村人的文化生活。

第四代放映人“85后”小伙
朱强从小在幕布前长大，深受父
辈影响。随着数字电影的普及，

胶片电影逐渐退场。如今的他
在马鸣电影馆、学校等场所进行
教学、展示等活动，宣传电影文
化。对他而言，一代接一代从事
电影工作，就是为了承续传统。

“师爷爷教我们认真放好每部电
影，即便只有一位观众，我们也
不会让它停机。”朱强说。

图为6月30日，朱强在当晚
电影开播前调试放映机镜头焦
距。（新华社记者 郑梦雨 文/摄）

四代放映人的“流动电影院”

据新华社上海 7月 1日电
（记者许晓青）又一部讲述中国
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故事的电
影大片《1921》1日在上海开机。
这是一部“跨年度巨制”，将成为电
影行业迎接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的重要作品之一。

《1921》由《建国大业》《建党
伟业》的导演之一黄建新担任监
制兼导演，上海电影集团导演郑
大圣担任联合导演。

1日上午，《1921》主创人员
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并向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捐赠了黄建新
导演作品《建党伟业》纪念版影
视光碟和《1921》首款电影海报。

导演黄建新介绍，《1921》筹
拍已历时数年，围绕中国共产党
人的理想信念，着力创作剧本，
几易其稿。据了解，近年来中共
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召集党史
专家、上海史专家、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资深研究人员等反复论
证，并结合最新党史研究成果，挖
掘更多历史细节，力求运用电影
语言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

电影《1921》在上海开机
主创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据新华社沈阳 7月 1日电
（记者赵洪南）中共满洲省委旧
址纪念馆在重新布展后于7月1
日正式对外开放，献礼中国共产
党成立99周年。纪念馆还首次
展出了赵一曼用过的毛毯、赵尚
志的逮捕令等珍贵文物。

沈阳市文物古迹研究保护
中心主任刘秀华说，此次重新布
展是纪念馆近10年来最大规模
的陈列展览扩容，新增了150余
幅图片资料和一批丰富翔实的
文物、史料。纪念馆还新增了刘
少奇同志的珍贵图片200余张以
及最新发现的中共满洲省委早
期珍贵历史档案等。

开馆当日，纪念馆推出了
《中共满洲省委历史陈列》《共产

党人的光辉榜样——刘少奇》展
览，详尽叙述了东北地区党组织
的诞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在东北创建的历史背景、艰辛历
程、辉煌成果。

刘秀华说，中共满洲省委建
立于1927年10月，是中国共产
党在东北设立的第一个最高的
统一领导机构，是党在东北的革
命源头和摇篮。刘秀华说，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
委号召东北各阶层民众坚决抗
击日本侵略者，是东北地区长达
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发起者、组织
者、推动者和领导者，并且缔造
了英勇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
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重新布展后正式对外开放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日电
（记 者 王 思 北）“ 飘 扬 的 旗
帜”——中国音协新兴音乐群体
轻骑兵“七一”云上演唱会1日通
过网络直播平台成功举办。云
上演唱会通过在上海、井冈山、
延安等红色革命圣地实景外拍、
异地连线、云端呈现的方式，与
观众一同重温了党的光辉历程。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
本次演唱会名家新曲荟萃：歌唱
家王宏伟演唱的歌曲《一个都不
能少》，描绘了脱贫攻坚战取得

决定性进展的生动画卷；青年歌
唱家龚爽带来《相约旗帜下》，令
人深感使命光荣；青年歌手平安
献上歌曲《追寻》，带领观众一起
追寻1921年的那段历史岁月；混
声合唱《祖国的道路》展现了中
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自豪感。
据悉，本次云上演唱会还通

过网络直播平台与网友分享了
演出花絮，“在线点歌、清唱回
应”等线上互动方式让网友为歌
手们精湛的演唱纷纷点赞。

中国音协新兴音乐群体
轻骑兵“七一”演唱会云端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