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西元

近日， 童心向党礼赞百年 致敬劳动志愿情真———第三届 “劳动
美 志愿情” 慰问学院路地区劳动者公益演出在学院路街道石油共生
大院文化空间上演， 近60位演员中年龄最大的75岁， 最小的仅4岁。
演员们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 给劳动者送上祝福、 带来欢乐。

本报记者 白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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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心连心特别节目在京录制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由中

华全国总工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录制的 “中国梦·劳动
美———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2021庆祝 “五一” 国际劳动节特
别节目， 近日在北京市国家会议
中心二期工地录制。 全国和北京
市劳模代表、 一线职工等800余

人在现场观看演出。 特别节目将
于5月1日晚8时许在央视综合频
道、 综艺频道播出。

该节目以 “中国梦·劳动美”
为主题，紧紧围绕迎接建党100周
年这条主线，分为“永远跟党走”
“劳动最光荣”“奋进新征程”三个
篇章，以歌舞、情景表演、致敬环

节、 音诗画、 沉浸式多地联动讲
述等表演样式， 生动歌颂了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展
示了工人阶级听党话跟党走、 奋
进新征程的主力军风采。

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地现
场 ， 通过歌曲 《再唱山歌给党
听》 拉开节目帷幕， 多首不同时

代的劳动歌曲、 7位劳模代表共
同朗诵的情景音诗画 《劳动者日
记》， 生动歌颂了劳模精神 、 劳
动精神、 工匠精神， 弘扬了劳动
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
大、 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节
目在气势恢宏、 旋律优美的 《壮
丽航程》 歌声中落下帷幕。 整场

节目时长90分钟。
特别节目同时在上海 、 嘉

兴、 天津、 长春、 广州、 武汉、
大庆、 延安、 雄安等地以连线形
式外拍 ， 与北京主会场遥相呼
应， 彰显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
波澜壮阔， 回顾党领导中国工运
事业的历史篇章。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4月
28日， 以 “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
为主题的第二届北京国际花园节
在北京世园公园开幕， 将为市民
打造沉浸式的园艺体验。 此次活
动将持续至10月15日。

记者在北京世园公园看到，
百余种花卉品种已经将万花广
场、 天田山花田等世园标志性花
卉景观装扮一新。 在花园节的主
会场约6万平方米面积内， 共分
为花园展赛、 企业橱窗、 花卉品

种展示、 花植艺术展示等多个板
块。

值得一提的是， 花园展赛邀
请了来自中国、 英国、 德国、 日
本等国内外优秀的造园师、 园艺
学子和园艺爱好者， 共同打造了
一场花园盛宴。 花园展赛设定了
亲子花园、 野餐花园、 下午茶花
园、 时尚花园、 萌宠花园等多个
功能主题， 首期开放30多个各具
魅力的样板花园、 花艺装置， 以
及花植艺术馆。

其中， 花植艺术馆汇集了来
自中国、 荷兰、 德国、 丹麦、 美
国等国家的20个园艺品牌的各类
园艺产品。 无论是园艺机械、 园
艺工具、 户外家具、 肥料基质，
还是花卉种子、 花卉绿植、 花艺
用品， 只要和花艺园艺相关的产
品 ， 游客都能在现场体验 、 购
买、 带回家。

本报记者 陈艺 摄

CBA总决赛第一场广东队力
克辽宁队， 第四节有一个经典镜
头———郭艾伦投中关键球， 郭艾
伦和杨鸣都在振臂欢呼， 然后就
在他们庆祝的时候， 广东队已经
打到篮下， 威姆斯的进球让辽宁
队刚刚燃起的希望火焰被浇灭。
这个球几乎是全场比赛的缩影，
很显然广东队更有经验也更为专
注， 他们配得上赢得这场比赛。

赛前兵强马壮的辽宁队更加
受到追捧， 首场比赛的结果多少
让人有些意外。 更为意外的是，
广东队全场控制住了辽宁队， 尽
管比分会不时迫近， 但辽宁队始
终没有翻过身来。 辽宁队的表现
是失常的， 特别是上半时， 他们
竟然仅仅得到了29分， 这是一个
“高中联赛式” 的低分。 辽宁队
的三大核心韩德君、 郭艾伦和赵
继伟， 上半时都1分没得。 郭艾
伦下半时缓过劲来， 而韩德君和
赵继伟则持续低迷， 特别是赵继
伟， 这位辽宁队的头号得分手，
直到比赛最后时刻才罚篮得了2
分 ， 避免了被 “剃光头 ” 的尴
尬。 辽宁队的几位核心球员表现
不佳， 有他们自己状态的问题，
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广东队的防守
是有多么好。

两支球队的最终得分都没有
超过90分， 双方都在竭尽所能限
制对手，不过这场防守大战，广东
队显然更“来劲”。 辽宁队虽然没
有让广东队得分超过90分， 但他
们的防守不能算是成功。 广东队
最大的特点就是 “兜着屁股打”，
靠转换进攻去杀伤对手。 广东队
这么打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辽宁
队就是没有办法去限制对手，当

威姆斯一条龙杀到篮下时， 辽宁
队的几双大手还是无法封盖住威
姆斯的进球。其实，辽宁队完全可
以通过犯规打断广东队的节奏，
不过似乎杨鸣和他的球队过于
“文明”， 没有这样的勇气去做尝
试。广东队的进攻很明确，就是要
打你个措手不及。 而辽宁队的进
攻则显得漫无目的， 韩德君这个
强点始终没有利用起来， 第三节
辽宁队以韩德君为轴， 不断打进
打出，一度收到不错的效果，但不
知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 辽宁队
更多还是靠郭艾伦个人的发挥，
以及弗格造犯规罚球来完成进
攻。 杨鸣一直试图打造一支靠整
体的球队，但我们在这场比赛中，
完全没有看到辽宁队的整体。

作为本赛季夺冠的最大热
门， 辽宁队在总决赛第一场过后
就站到了悬崖边上。 辽宁队还是

有机会有能力填平第一场比赛留
下的 “大坑”， 因为这并不是敌
强我弱的比赛， 何况辽宁队实力
还稍稍占优。 杨鸣在赛后说， 经
验的不足是他们与广东队最大的
差距， 首发中有3人没有总决赛
经验。 第一场球打过之后， 辽宁
队那些没有经验的球员， 应该知
道总决赛是怎么回事了， 杨鸣也
应该知道总决赛是怎么回事儿
了。 这场输球让辽宁队的弱点暴
露得十分明显， 这反倒有利于教
练组 “对症下药”， 而这些弱点
并不是 “绝症”， 辽宁队是有能
力克服的， 而韩德君、 赵继伟这
样的明星球员， 状态也不可能一
直这么低迷 。 除了广东队的球
迷， 大家都希望总决赛能打满3
场， 因为三局两胜已经让总决赛
缩水很多了， 但愿辽宁队能够奋
起找回真正的自己。

CBA总决赛首回合： 杜峰完胜杨鸣

第二届北京国际花园节开幕

4月28日， 一群平均年龄68岁的 “潮妈” 跳起了超现代青春拉丁
舞 《精彩未来》。 当天， “潮来潮往朝阳门” 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
“潮” 系列风采展暨形象征集活动在银河SOHO举办。 据介绍， 朝阳
门街道将通过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发展， 为地区老人提供安心、
舒心、 放心、 贴心的宜居环境。 “潮” 系列是朝阳门街道区域养老服
务联合体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阳门街道希望通过本次 “潮” 形象
展示， 向社会广泛征集 “潮” 形象设计， 展示新时代的居家养老服务
内涵。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张维民 摄影报道

“潮妈” 热舞 舒心养老

童心向党 礼赞百年

今年温网奖金待定 期待上座率至少25%
新华社电 全英草地网球俱

乐部27日宣布， 今年的温布尔登
网球锦标赛希望能实现至少25%
的上座率， 但奖金数额预计6月
才能敲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0
年的温网赛事未能如约 上 演 ，
这一历史悠久的草场大满贯赛
在 二 战 后 首 次 遭 遇 取消命运 。
当时赛事组织者就宣布 ， 将第
134届锦标赛推迟至2021年6月28
日至7月11日举行。

如今英国的疫情已明显好
转， 全英俱乐部也在比赛还有两
个月将揭幕时透露了他们的初步
计划。 俱乐部首席执行官博尔顿
说： “我们现阶段是在按允许大
约25%的观众入场进行准备， 但

同时保持灵活可变。 我们会等待
政府 ‘赛事研究项目’ 的相关结
果， 另外按政府计划6月21日起
将放松管制， 我们到时也需要得
到确认。”

博尔顿表示， 他们非常希望
25%的上座率是个 “保底数字”，
然后他们在此基础上， 在保证安
全的情况下， 能够迎接更多观众
入场。 不过， 鉴于今年赛事在经
济方面的表现尚不好判断， 全英
俱乐部表示他们因此也还没法决
定球员的奖金水平， 只是期待6
月时可以宣布。

依照计划， 今年的温网赛事
将于6月16日宣布外卡归属 ， 23
日确定种子选手， 21-24日的资
格赛后于25日公布抽签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