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图北京》亮相隆福寺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传承时空， 匠心永恒” 京珐老
艺人、 工艺美术大师与当代艺徒
传承展在北京珐琅厂三层景泰蓝
艺术博物馆开幕。 展览将持续至
3月17日。

本次展览展出了 “京珐” 老
艺人、 几代国家级、 北京市级工
艺美术大师、 高级技师等在各个
时期创作的景泰蓝艺术精品。 其
中， 北京珐琅厂当代匠人复刻的
1956年几位优秀老艺人的掐丝拓
图与部分建厂初期的精美作品图
纸都是首次展出。 同时， 还将展
出几代 “京珐” 老艺人与大工匠
的工作照等珍贵的景泰蓝历史文
化资料。 珐琅厂还特意为传承展
设计制作了打卡印章， 参观者可
通过集齐景泰蓝工序印章的方式
“打卡” 留念。

北京珐琅厂董事长谢燕华表
示，展品体现了几代“京珐”人几
十年来的技艺传承， 不断创新探
索景泰蓝文化艺术的发展历程。

今后， 北京珐琅厂将不断融合历
史各时期的艺术精粹， 创造出更
多景泰蓝精品， 让景泰蓝艺术走
进生活。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首届北京艺术双年展的压轴展
览———由著名建筑师马岩松策划
的 《蓝图北京》 艺术展， 在隆福
寺文创园的木木美术馆亮相。 展
览将持续至3月12日。

首届北京艺术双年展以 “共
生： 数字创意与生态文明” 为主
题， 从绘画、 雕塑、 影像、 建筑
等方面呈现北京地区多元艺术生

态发展的繁荣面貌 。 《蓝图北
京》 作为本届艺术双年展的压轴
展览， 落户隆福寺文创园的木木
美术馆， 旨在通过展览作品的艺
术呈现， 与隆福寺的蝶变重生相
互映照， 折射出北京城市更新进
程中的多彩魅力， 同时也为焕活
园区的文化底蕴增添更多可能。

本次 《蓝图北京》 艺术展从
“历史年轮” 和 “未来狂想” 两

个维度， 邀请20余名国内外著名
建筑师和艺术家， 参展作品包括
建筑模型、 装置、 图像等形式。
同期展出的还有8位 （组） 建筑
师的文献研究， 以及4部中国近
现代充满想象力的电影影像。 展
览作品跨越了地域与年龄， 以思
想和情感碰撞、 对话、 共鸣的方
式， 激发观展者对城市未来的想
象。

新华社电 为做好杭州亚运
会备战工作， 中国足协29日公布
了中国男足亚运代表队24人集训
名单， 朱辰杰、 戴伟浚、 方昊等
球员入选。

集训名单中包括了朱辰杰、
戴伟浚、 方昊、 韩佳奇等多名去
年参加东亚杯的主力球员， 上赛
季在联赛中表现出色的张威、 汪
海健也获得征召。 不久前留洋土
耳其伊斯坦布尔BFK的吴少聪以
及此前曾随队训练的三名超龄球
员张玉宁、 吴曦、 张琳芃均未被
征召。

由主教练扬科维奇带领的国
足亚运队将于2月4日至14日在广
东省佛山市组织集训。

集训24人名单如下：
门将： 韩佳奇、 彭鹏、 黄子

豪；
后卫： 梁少文、 叶力江·什

那尔 、 温家宝 、 朱辰杰 、 蒋圣
龙、 汪海健、 孙沁涵、 牛梓屹、
何宇鹏、 黄嘉辉、 王献钧、 苏士
豪；

中前场： 戴伟浚、 徐越、 陈
国抗、 方昊、 刘祝润、 蔡明民、
张威、 刘若钒、 陶强龙。

新华社电 在29日的2023年
澳网男单决赛中， 塞尔维亚天王
焦科维奇3∶0击败3号种子、 希腊
人齐齐帕斯 ， 创造澳网 “十冠
王” 的历史性纪录。

“我想对有志于从事这项运
动的年轻人说 ， 要有伟大的梦
想， 什么都有可能， 不管你来自
哪里。 挑战和困难只会让你更强
大， 不要让别人夺走你的梦想。”
焦科维奇在赛后说。

这个冠军对于塞尔维亚人意
义非凡。 凭借这场胜利， 他将重
返世界第一的宝座， 同时追平西
班牙人纳达尔保持的22次大满贯
夺冠的男子纪录。

本届澳网， 焦科维奇用他强
悍的战斗力再次证明他依然是职
业网坛的顶尖选手， 除了第二轮
输了一盘抢七， 他夺冠之路上的
其他比赛一盘未失。

这样的状态也延续到了决
赛 。 焦科维奇仅用 36分钟就以
6∶3轻松赢下首盘 。 第二盘 ， 齐
齐帕斯一直力保发球局不失， 甚
至一度拿到一个盘点 ， 但他的
非 受 迫性失误太多 ， 让焦科维
奇抓住机会以7∶6 (4) 赢下第二
盘。 第三盘， 处于失败边缘的希

腊人在首局实现破发， 但焦科维
奇随之回破， 双方再次抢七。 焦
科维奇以7∶6 (5) 直落三盘赢得
比赛。

败北的齐齐帕斯神情落寞，
他说自己特别渴望这个冠军， 甚
至头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夺冠。 作
为网坛新生代中的佼佼者， 他一
直未能用一个大满贯冠军来证明
自己。 “我已经尽了全力 ， 没
有什么没发挥出来的……但我没
有理由要被这次失利所影响， 我
期待这个赛季拿到更多分数、 取
得更好成绩。”

焦科维奇赛后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这场比赛非常有挑战
性， 他必须保持强势， 而这也是
他所做的。 第二盘齐齐帕斯是有
机会的， 但未能抓住。

对于再次夺冠并重返世界第
一， 他表示， 这个冠军恐怕比十
年前夺冠更为意义重大 ， 因为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
间”。

“我也希望， 尤其是塞尔维
亚的年轻人， 能从我所做的事情
和我的成就中得到启发， 无论是
在运动还是生活的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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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中国女排主教练
蔡斌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解读了新一期中国女排的集训名
单。 蔡斌表示， 在朱婷尚未归队
的情况下， 中国队在主攻位置上
将继续磨炼和培养中生代和年轻
球员。

在28日公布的最新一期中国
女排集训名单中， 在意大利联赛

效力的明星主攻手朱婷未在其
列。 蔡斌说， 他在朱婷养伤期间
和赴意大利打球之后与她保持着
沟通和交流， 国家队的大门始终
向朱婷敞开， 而朱婷也表达了为
国征战的意愿。 不过， 在伤愈复
出后， 朱婷感觉自己的状态还没
有恢复到最佳， 经过沟通确定她
暂不参加国家队的集训。

跟去年中国女排的阵容相
比， 主攻位置的人员变化较大。
来自北京队的主攻手金烨这次没
有入选， 段放、 仲慧、 王逸凡、
陈曦悦与李盈莹、 王云蕗、 吴梦
洁一起入选。 在接应位置上， 出
生于2005年、 身高1米98的小将
段梦可榜上有名。 蔡斌表示， 主
攻位置对一传和技术的全面性要

求比较高， 在朱婷暂时没有归队
的情况下， 球队还是以中生代球
员为主， 同时也兼顾年轻选手的
培养和锻炼。 来自河南的年轻接
应段梦可身体条件比较出色， 蔡
斌希望通过国家队的集训对她进
一步观察和培养。

这次中国女排的集训名单共
有23名球员入选。 蔡斌表示， 中

国队今年面临巴黎奥运会资格
赛、 世界女排联赛、 亚运会等多
项任务， 会根据实际情况派出不
同阵容参加不同赛事。

中国女排将于2月1日在宁波
北仑体育训练基地集结。 蔡斌表
示，依照惯例，中国队将在集训之
初展开军训。 “对我们来讲，纪律
和作风建设仍然要放在首位。 ”

蔡斌解读最新一期中国女排名单

本 轮 英 国 足 总 杯 爆 出 冷
门———卫冕冠军利物浦被布莱顿
淘汰。 为布莱顿在伤停补时阶段
打进制胜一球的， 是近来状态大
勇的日本球星三笘薫。 世界杯回
来以后，三笘薫状态大勇，他已经
成为了布莱顿人气最高的球员。

大多数球迷知道三笘薫是去
年的世界杯， 日本队的这位 “黄
金左翼” 面对德国、 西班牙等强
队毫不含糊， 就像是一把锐利的
“尖刀”。 世界杯小组赛最热门的
一个话题， 就是三笘薫对西班牙
队的比赛中， 在球临近出界时，
奋勇将球传中助攻队友破门 。
“1毫米” 奇迹足以诠释三笘薫的
特点———技术极其扎实、 意志力
非常顽强。 这个球传中时的脚腕
控制并不容易掌握， 而很多球员
在皮球临近出界时也会放弃。 在
大多数球迷眼中， 三笘薫更像是
“横空出世”， 因为世界杯前他并
不出名。 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三笘
薫的成长历史， 会发现虽然他确
实是这两年蹿红， 可他每一步台
阶走得都非常踏实。

三笘薫小时候就显示出了不
俗的足球天赋， 他本可以直升职
业队 ， 却选择了去大学球队踢
球， 因为这样可以继续学业。 在
大学期间， 三笘薫还发表了一篇
著名的论文， 论文详解了足球比
赛中过人的技巧。 现在在足球场
上突破能力这么强的三笘薫， 看
来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在潜心研
究踢球时该怎么 “一对一” 了。
大学毕业以后 ， 三笘薫来到了 J
联赛劲旅川崎前锋， 在川崎前锋
的处子赛季， 他交出了13球+13
助的超级 “两双数据”。 仅在J联
赛打了一个赛季， 三笘薫就被布
莱顿买下， 从日本到英格兰只用
了这么短时间， 颇有些一步登天
的感觉。 布莱顿很清楚三笘薫还
只是个初出茅庐的 “巨星胚子”，
英格兰俱乐部在买下三笘薫后，
立即将他租借给了比利时的圣图
尔登。 这是一家日资俱乐部， 队
内日本球员众多。 三笘薫在相对
宽松的环境下， 继续高速成长，
帮助圣图尔登获得联赛亚军， 在
比甲度过一个赛季后， 布莱顿将

三笘薫收回。
其实布莱顿原主帅波特对三

笘薫并不是很看重， 加之一些伤
病的困扰， 三笘薫在球队很难打
上主力。 此时三笘薫的 “贵人”
降临， 波特去了曼联， 布莱顿请
来了意大利籍主帅德泽尔比。 德
泽尔比带萨索洛的时候就非常喜
欢脚下技术出色的球员， 三笘薫
的风格刚好对路， 德泽尔比大力
提拔三笘薫， 让三笘薫踢得非常
舒服 。 “千里马 ” 遇上了 “伯
乐 ”， 岂有不爆发之理 ？ 如今 ，
三笘薫在英超的人气直逼原来的
亚洲球王孙兴慜， 孙兴慜在世界
杯回来以后状态也有回升， 三笘
薫和孙兴慜两位亚洲球星在英超
“交相辉映”。

英超是世界第一联赛， 是足
球世界最顶尖的舞台， 无论是三
笘薫还是孙兴慜， 都在这里表现
出了亚洲球员的最强实力， 他们
在这座舞台上的表演还将继续下
去。 假以时日， 如果三笘薫能去
更强的球队， 他也许会迸发出更
夺目的光芒。

焦科维奇成就澳网

创造历史

朱辰杰、戴伟浚入选

国足亚运队24人集训名单公布

压轴2022首届北京艺术双年展

北京珐琅厂展出景泰蓝艺术精品

“三球王”人气直逼“孙球王”
□本报记者 段西元

十十十十十冠冠冠冠冠王王王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