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1月18
日， 由北京自然博物馆与重庆自
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 “熊猫时
代———揭秘大熊猫的前世今生 ”
展览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开展。 本
展览围绕 “大熊猫演化” 主题策
展， 共展出大熊猫、 小熊猫、 元
谋始熊猫右上颌骨等近90件珍稀
精美的化石标本。

展览配备7台媒体设备， 全
面介绍大熊猫演化与保护等领域
的最新科研进展。 同时， 从生态
文明建设的视角， 阐释大熊猫与
人类的关系， 讲述大熊猫的科学
故事， 并介绍最新大熊猫保护成

就。 展览分为四个板块： “熊猫
大事件” 板块介绍现生熊猫、 熊
猫化石的发现过程 ， 以及何谓
“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 ；
“揭秘大熊猫” 板块阐释大熊猫
外形， 大熊猫分类， 大熊猫的骨
骼 、 肌肉以及生长发育过程 ；
“大熊猫演化” 板块则讲述大熊
猫的家谱、 大熊猫的兴衰以及与
人类的关系； “保护大熊猫” 板
块介绍大熊猫现在的生存状况
等 。 据了解 ， 本展览为收费展
览， 票价为20元/人。 展期为1月
18日至6月17日。

盛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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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女足国家队
明日亮相

本报讯 （记者 段西元 ）
明晚， 中国女足将在孟买迎来
亚洲杯首战， 对手是中国台北
队。 这是中国女足在换帅后，
首次亮相国际大赛。 新帅水庆
霞将率领她的球员， 向亚洲杯
的王座发起冲击。

上周， 中国女足公布了征
战亚洲杯的23人名单， 最大的
遗憾是队长吴海燕因伤缺阵 ，
留洋球员沈梦雨也缺席。 特
别是吴海燕的缺阵， 对中国女

足后防的实力有较大影响。 水
庆霞对前任主帅贾秀全球队的
改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去年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13名球员被
淘汰。 而没有被贾秀全带到东
京的赵丽娜 、 李影 、 唐 佳 丽
这几名老队员又都回到国家
队的阵容中。 与去年贾秀全的
奥运会阵容相比 ， 水庆霞此
次选择的球员非常包容， 没
有出现太大的争议， 基本上集
齐了中国女足最有竞争力的球

员。
中国女足首战的对手是中

国台北队， 从过往战绩看， 中
国 女 足 占 据 着 压 倒 性 的 优
势———两队8次交锋， 中国队7
胜1平， 进21球仅丢2球。 毫无
疑问， 水庆霞的球队这场比赛
必须要拿到开门红。 除了中国
台北队， 中国女足同组另两个
对手是伊朗队和东道主印度
队。 伊朗队和印度队都是首次
参加亚洲杯的新军， 两支球队
的实力都比较一般， 不会给中
国队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中国
队小组赛正常情况下， 应该没
有太大的压力 。 对中国队来
说， 也许淘汰赛才是真正的考
验。 中国队已经12年没有赢得
过亚洲杯， 不过参加亚洲杯首
要的任务还是拿到世界杯的参
赛权。 本届亚洲杯的前5名有
资格参加世界杯， 所以中国队
的目标定为打入四强比较现
实。

成绩有起码的要求， 球迷
们更希望女足姑娘们能带来精
彩的场面， 毕竟这些年中国女
足踢得有些死气沉沉， 需要注
入一些活力。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翟云） 由著名环保作家石中元撰
写 的 长 篇 报 告 文 学 《 白 河 之
光———白河引水工程纪实》 近日
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共
9章、 12万字。

白河引水工程是原延庆县在
1969年至1983年建设的一项重点
水利工程。 石中元通过大量走访

调查 ， 积累了丰富充实的一手
资料， 在此基础上， 精心创作了
《白河之光———白 河 引 水 工 程
纪实》 长篇报告文学。 书中歌颂
了 近 百 个 为 家 乡 建 设 流 血 流
汗 的 白河人 ， 为延庆人民奉献
了一部家乡英雄史诗和乡土教
材。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

事、 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乔雨
在序言中描写 ： “《白河之光 》
是展示延庆人波澜壮阔、 改天换
地建设家乡的壮丽画卷， 是一部
讴歌艰苦创业、 气吞山河之白河
精神的宏伟诗篇， 是记录妫川儿
女在那个火红的社会主义建设年
代中埋头苦干、 默默奉献的群芳
谱。”

“上元雅集”线上书法作品展举办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契文同春———中国书法之乡 第
十三届‘上元雅集’暨‘友谊奖’书
法作品展”举办线上展览。

平谷区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
深厚， 书法艺术具有广泛的群众

基础， 是北京市首个由中国书法
家协会命名的 “中国书法之乡”。
“上元雅集” 暨 “友谊奖” 书法
作品展2009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十二届。 每年都有全国大批书法
名家积极报送作品参评参展。

平谷区文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生发于平谷的“上元雅集”品
牌， 已经成为推进群众文化艺术
活动的重要载体。下一步，将不断
创新、丰富活动内容，为助推平谷
高质量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新华社电 北京冬奥会日益
临近， 全世界对冬奥会的关注也
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17日， 中国
篮协主席姚明参加了 “临甲7号
沙龙” “世界的冬奥” 主题下午
茶活动， 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媒体
交流了关于北京冬奥会的有关情
况。

姚明表示 ， 作为一个南方
人， 自己对冰雪文化非常喜爱和
向往。 “从我个人来说， 挺期待
去看冰球比赛的 ， 因为某些原
因， NHL （北美职业冰球联赛）
球员不会来， 但比赛依然会很精
彩。” 姚明说。

姚明表示， 自己很关注武大
靖、 谷爱凌等中国选手在冬奥赛
场的表现， 也为很多选手因为各
种原因无法参加冬奥会而感到遗

憾。 “在我看来， 参与奥运会是
一个很精彩的人生经历， 得到奖
牌的话那就是额外的奖励了 。”
姚明说。

姚明在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
办过程中就有深度参与， 在那之
后， 他也经常在各种场合为北京
冬奥会加油鼓劲。 对于申办冬奥
时的参与经历， 姚明说： “当初
邀请我 （做申办形象大使） 的时
候我确实有点犹豫， 第一我并不
是冰雪运动员， 有人会比我更熟
悉， 我后来理解到， （申冬奥）
需要大家都熟悉的人去做一个介
绍， 所以我觉得挺荣幸的。”

姚明把冬奥会这样的体育盛
会与庙会做了类比， 在特殊的时
间节点和特殊的场合， 更有利于
大家之间的交流 。 “我个人感

觉， 国家和国家、 地区和地区之
间的关系跟邻里关系一样。 体育
盛会 、 文化盛会 ， 就像一个庙
会， 我们会庆祝一些东西， 城隍
庙庙会我经常去， 就连平时吵架
的邻居到那里见面都会点点头。”

有外媒问姚明冬奥会时最担
心的是什么， 他说： “最担心是
天气太冷， 看比赛时会冷， 但我
最期待的同样也是变冷， 因为这
样才叫冬奥会嘛。”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 的目标已经实现， 中国南方
地区的冰雪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
展了起来， 对于冰雪运动在南方
地区的未来发展， 姚明也有着自
己的期待 。 “北京有首钢大跳
台， 要是从东方明珠上搭一个，
应该也不错。” 姚明说。

姚明：关注武大靖、谷爱凌等中国选手的冬奥表现

90件化石标本揭秘熊猫故事

长篇报告文学《白河之光》出版发行

新华社电 国际足联17日在
瑞士苏黎世举行2021年度颁奖典
礼， 波兰前锋莱万多夫斯基当选
最佳男运动员， 葡萄牙球星克·
罗纳尔多 （C罗） 获得男足运动
员特别奖。

莱万在评选中力压金球奖得
主梅西、 利物浦前锋萨拉赫等竞
争对手， 继2020年度当选世界足
球先生之后， 第二次获此殊荣。
2021年， 莱万在各项赛事共出战
60场比赛， 贡献69粒进球和11次
助攻； 在2020-2021赛季他打破
德甲单赛季进球纪录， 本赛季刚
刚成为德甲史上第二位进球超过
300粒的球员。

效力于巴萨女足以及西班牙
国家队的中场球员亚历克西娅·
普特利亚斯当选最佳女运动员。
执教切尔西女足的埃玛·海斯和
执教切尔西男足的图赫尔分别获
评最佳女足主教练和最佳男足主
教练。

效力切尔西的塞内加尔门将
门迪当选最佳男足门将， 成为第
一位获此奖项的非洲运动员。 智
利门将克里斯蒂亚娜·恩德勒当
选最佳女足门将。 代表加拿大队
出战308场比赛、 打入188球的克
里斯蒂娜·辛克莱， 以及代表葡
萄牙队出战184场比赛、 打入115
球的C罗分获女足和男足运动员
特别奖。

此外，阿根廷球员埃里克·拉
梅拉获得普斯卡什奖 （最佳进

球）；丹麦男足国家队及医疗团队
和工作人员获得公平竞赛奖、丹
麦和芬兰球迷获得最佳球迷奖。

莱万蝉联世界足球先生
C罗获特别奖

国际足联年度颁奖揭晓：

国际足联评选出的年度
最佳男足阵容如下：

前锋 ：梅西 （巴萨/大巴
黎）、莱万（拜仁）、哈兰德（多
特）、C罗（尤文/曼联）

中场：坎特（切尔西）、若
日尼奥（切尔西）、德布劳内
（曼城）

后卫：鲁本·迪亚斯（曼
城）、博努奇（尤文）、阿拉巴
（拜仁/皇马）

门将 ：多纳鲁马 （AC米
兰/大巴黎）

国际足联评选出的年度
最佳女足阵容如下：

前锋： 玛塔 （奥兰多荣
耀）、米德马（阿森纳）、摩根
（热刺/奥兰多荣耀/圣地亚
哥波浪）

中场：巴尼尼 （莱万特/
马竞）、 博南塞亚 （尤文图
斯）、劳埃德（新泽西/纽约哥
谭）

后卫：布赖特（切尔西）、
布朗茨（曼城）、埃里克松（切
尔西）、雷纳德（奥林匹克里
昂）

门将：恩德勒 （大巴黎/
奥林匹克里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