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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演出，所有人的胜利
如果北控队不能在上轮联赛

中击败广州队， 季后赛的大门很
可能就要关闭了。 但北控队将士
重压之下无惧色， 在这场有可能
是常规赛最关键比赛中， 拿出了
赛季至今最佳的表现。 一场完胜
把北控队往季后赛的大门前又
“狠狠地” 推了一把， 北控队的
“手指尖” 已经感受到了季后赛
大门的 “温度”。

这是一场“非典型”的北控队
胜利， 因为这支球队一直强调整
体。 但在这个比赛日，一位“超级
英雄”挺身而出，此人便是被寄望
很久的约瑟夫·杨。 约瑟夫·杨来
到北控队后， 他的打法较之过往
赛季在其他球队有了很大的变
化。以前的杨给人感觉就是个“独
行侠”，来到北控队后，显然他更
愿意与队友分享球。 但是风格的
转变，带来的却是更多的质疑，杨
的“新风格”显得高不成低不就。
在北控队战广州队前一天， 北控
队旧将弗格为新东家辽宁队上演
了首秀，弗格表现很出色。在优秀
同行的“衬托”下，杨此前的表现
就遭受了更多的批评。 对广州队
这场生死战， 杨终于有了释放的
机会。这场比赛，马布里给了杨前

所未有的自由， 当球在杨手上的
时候，可以被“粘住”，杨可以“便
宜行事”。 很难想象，杨在48分钟
里没有1秒钟在场上休息，这在现
代篮球比赛中太过罕见。 广州队
试图限制杨的个人发挥， 他们曾
让一名球员死死盯住杨， 甚至这
名盯人球员可以只看人不看球，
但在状态大火的杨面前， 一切防
守措施都是徒劳的。 49分，杨又找
回了CBA得分王的感觉， 一战正
名。

北控队本赛季与广州队同在
一组， 所以有4次交锋， 此前3次
全部告负。 其实郭士强此前能三
杀北控队， 用的几乎是同一个招
数———切断杨和本土球员之间的
联系。 广州队力图让北控队本土
球员推进控球 ， 然后派人包夹
杨， 让美国人得不到球。 而对于
北控队本土球员有时的防守就是
“放”， 反正你也投不进。 但北控
队此役本土球员也都有不错的表
现， 最突出的就是张帆。 这场球

张帆拿下了24分， 特别在比分咬
得很紧的时候， 张帆的几记三分
球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在防
守端， 张帆尽一切可能冻结住了
广州队的小外援。 北控队这场比
赛只报了俞长栋、 王少杰、 邹雨
宸三个内线， 王少杰和邹雨宸很
早就四次犯规了， 但北控队的内
线始终没有被广州队的 “双塔”
冲垮， 靠的是团结和高效的战术
执行力。 球队每个人都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 老将孙悦本赛季在进
攻端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锐利， 但
是在这场比赛中， 孙悦贡献了11
分。 北控队真正做到了 “人人为
我， 我为人人”。

北控队本赛季的表现大起大
落， 真正像这场球及北京德比那
样的发挥并不多见。 北控队要想
走得更远， 偶尔 “打鸡血” 猛一
把是不够的。 一支真正的强队，
最重要的不是灵光一现， 而是稳
定的发挥。 北控队的阵容已经在
这两个赛季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升
级， 但离CBA强队的称号， 还有
相当的距离。 如果北控队一个赛
季一半以上的球能有对广州队这
场一样的发挥， 那才可以拍着胸
脯说———我变强了！

动画电影 《工作细胞： 细胞
大作战》 由小仓宏文执导， 柿原
优子编剧 ， 花泽香菜 、 前野智
昭、 小野大辅、 井上喜久子、 长
绳麻理亚等知名声优联袂献声。
影片讲述， 某日白细胞 (中性粒
细胞) 与红细胞遇见了收留迷路
乳酸菌的一般细胞。 为了将乳酸
菌护送至同伴身边， 白细胞与一
般细胞向肠道出发。 然而他们却
与来者 不 善 的 最 强 敌 人 重 逢
———再次现身的癌细胞以及遭到
坏菌破坏的肠内环境。 为了守护
这个世界， 白细胞们发起挑战。

动画版 《工作细胞》 自2018
年于内地播出后， 因其各具特色
的拟人细胞和寓教于乐的趣味故
事， 迅速走红。 今年春节期间，
中文配音版 《工作细胞》 在央视
播出后再度掀起讨论热潮， 第二
季在B站播出也热度不减， 两部
作品热度与口碑齐飞， 收获一众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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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超级的我 》 由王大
陆、 宋佳领衔主演， 曹炳琨、 吴
刚、 金燕玲主演。 影片讲述了原
本生活拮据的编剧桑榆意外获得
能从梦中取物的能力， 通过将梦
中的宝物变现， 潦倒落魄的他成
为人生赢家， 却在一次次贪婪的
掠夺之后发现这场躺赢美梦竟将
他的生活推向了失控的边缘。 影
片曾先后入围第52届西班牙锡切
斯国际奇幻电影节奇幻全景单
元、 第9届巴黎国际奇幻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 第38届布鲁塞尔国
际奇幻电影节国际奇幻全景单
元， 曾被评论为， 这部电影将现
实、 梦想、 欲望、 恐惧和幻想交
织在一起， 带领我们踏上了探索
未知世界的旅程。

《超级的我》

《工作细胞：细胞大作战》

□本报记者 段西元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以
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
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 近
日， “西城区诵读月” 暨西城区
艺术党课首场活动———“祭革命
英烈 赞美好生活 ” 诗歌朗诵会
在李大钊故居举行。 李大钊之孙
李亚中也来到活动现场， 朗诵了
李大钊的爱国文章。

“西城诵读月” 诗会由西城
区委宣传部、 西城区文化和旅游
局共同主办。 活动现场， 少年版
话剧 《李大钊》 中李大钊的扮演
者与 “革命先贤” 扮演者的经典

回望， 表达了曾经为了新中国的
诞生， 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年轻
一代仁人志士虽有 “壮志未酬身
先死” 的遗憾， 但是坚信中华民
族的复兴之路和美好生活终将实
现。

李大钊之孙李亚中怀着对爷
爷李大钊的思念 ， 朗诵了 《青
春》。 李亚中介绍， 《青春》 常
年流传在爱国青年中， 激励了一
代又一代青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自己也
非常喜爱这篇文章。

“李大钊的一生是短暂而辉

煌的一生。 他留下的对联 ‘铁肩
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 是他人生
的真实写照， 也是留给国人的希
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鸿篇巨
著需要每一位国人作出自己的贡
献， 所以让我们努力吧。” 李亚
中说。

诗会上 ， 《我的 “自白 ”
书》 《中国脊梁》 《追忆先贤》
等经典诵读， 展现了100年前革
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追求的理
想、 抱负。 整场演出， 演员们通
过丰富的文艺语汇与节目形式，
追忆先贤， 缅怀先辈。

据介绍，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讴歌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 西城区
于4月份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诵
经典学党史” 暨 “西城诵读月”
活动。 活动期间， 西城区以持续
开展多年的 “海棠诗会” “丁香
诗会” 等品牌诗会为重点活动，
在全区机关单位及学校、 阅读空
间、 街道、 社区广泛开展 “百场
朗诵 ” “百场讲座 ” “百场阅
读” “百场艺术党课” 等活动，
缅怀先烈 、 赞美生活 、 歌颂祖
国。

新华社电 北京最大的 “绿
肺” 温榆河公园本月将举办一场
半程马拉松赛事， 第四十七届公
园半程马拉松北京公开赛10日将
在此举行， 预计将有超过800名
长跑爱好者参加。

北京温榆河公园位于北京市
中心城区东北部， 规划面积约30
平方公里，是北京最大的“绿肺”，
集生态涵养、 生境修复等功能于
一体，兼顾文化、休闲、体育等多

元功能。经过近几年来的建设，森
林、花海、飞瀑叠翠，点缀着北京
这座城市最大的“绿肺”。同时，这
里还建起了运动步道等一批体育
设施， 已成为北京市民休闲和健
身的户外新乐园。

据悉， 由北京市体育局、 北
京市体育总会主办的公园半程马
拉松北京公开赛， 预计今年将举
办四场比赛， 温榆河公园承办的
是首场比赛。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齐欣） 4月2日， 景山街道在吉祥
社区举办 “喜迎冬奥健步走 踏
青观景晒幸福” 主题活动， 辖区
居民共计百余人参加。

活动中展出了包括冬奥历
史、 冬奥吉祥物、 冬奥竞赛项目
等内容的冬奥知识展板， 街道青
年志愿者对相关内容进行讲解，
让更多的居民了解、 参与、 喜爱
冰雪运动， 促进辖区冰雪运动的
推广和普及， 形成共迎冬奥的良

好氛围。
同时， 为积极响应区科协倡

议书， 科普健康知识， 倡导居民
关注个人健康， 活动邀请隆福医
院保健科医生向居民宣传接种新
冠疫苗的必要性、 安全性和有效
性， 并提示居民在接种疫苗后仍
须做好个人防护等措施。

此外， 为展示体育生活化街
道魅力， 活动还组织辖区居民在
玉河公园开展居民健步走活动，
并抓拍居民健步走幸福瞬间。

以 “炫彩世界 赴约芳华” 为主题的2021年北京世界公园 “环球
文旅踏春季” 在清明小长假举办。 “赏春光、 览名胜、 看演艺、 玩
体验、 享童趣” 成为今年世界公园春季游园活动的亮点。

通讯员 赵彤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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