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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轮就是硬仗，期待打出漂
亮开局。”8月 28日，面对中乙
联赛冲甲组赛程，山西龙晋
队全队上下表示，最想打的
就是硬仗。

8月 27日，中乙联赛公布
了冲甲组赛程。根据赛程安
排，中乙联赛冲甲组 8支参赛
队，将于 9 月 1 日至 11 月 22
日，在河北唐山赛区展开双
循环总计 14轮比赛。每轮共
4场比赛，分为两个比赛日进
行。

在已经公布的赛程中，只
有最后一轮比赛时间尚未确
定。考虑到收官战各队比赛
结果，有可能相互影响并决
定最终冲甲结果，这轮比赛
需要临时统筹安排。可以确
定的是，涉及冲甲结果的相
关比赛，肯定会安排在同一

时间开球。
“已抵达赛区，做好一切

准备，期待大部队汇合。”8月
28日，山西龙晋队的“侦查部
队”已提前抵达唐山赛区。
山西龙晋队第一场比赛 9月 2
日 15 时进行，对手是青岛海
牛队。

此前第一阶段 14轮比赛
中，山西龙晋队积 32 分排名
联赛第一，青岛海牛队积 31
分位居联赛次席。只有前八
名参加的冲甲组比赛，第一
轮比赛便迎来强强对话，看
点十足。

青岛海牛队由名宿殷铁
生执教，拥有肖智、姜宁两名
前国脚，整体实力占优。山
西龙晋队本赛季大放异彩，
目前在中乙联赛中尚无败
绩，本场应该努力争取一场
平局。

刘翠青与徐冬林，二者原本相
隔千里、互不相识，“田径”或许是
二者唯一的共同标签。但缘分就
是如此妙不可言，一条引跑绳将二
人的命运牢牢地捆在了一起。从
2013到 2021，从里约到东京。

东京残奥会田径女子 400 米
T11 级决赛在 28 日上午进行。比
赛开始前，领跑员徐冬林细心地调
整了起跑器，将戴着眼罩的盲人运
动员刘翠青扶到正确的位置上，然
后他下蹲，熟练地将一条引跑绳套
在各自的手指上。比赛开始，二人
起跑顺利、配合自如，在最后 100米
时，已经建立了明显的优势，最终
卫冕该级别。56秒 25，新的残奥会
纪录。

夺冠后，徐冬林挥舞着拳头，
然后指了指刘翠青胸前的国旗，手
中的黄色引跑绳在空中摇曳，格外
醒目。这条引跑绳长约 10厘米，绳
子的两头各挂着一个手环。这是
两人在场上沟通的纽带。通过它，
刘翠青把握着比赛节奏，而徐冬
林，就是她的“眼睛”。

1991 年出生于广西的刘翠青

在年少时因眼疾而失明，上学期间
被发现有跑步特长便开始练习田
径。年长刘翠青三岁的徐冬林是
来自江西的专业运动员，在退役
前，经过教练推荐，他选择做领跑
员。

徐冬林告诉记者，他之前仅仅
对这个角色有些许了解，但没有丝
毫经验。一开始，他还不能适应，
一来自己的成绩有点“鹤立鸡群”，
二来别人会有困惑：“一个专业运
动员怎么跑过来带个小女孩？”

“拉个小女孩，他可能还有点
不好意思。”刘翠青在一旁笑着说。

慢慢地，二者熟悉了彼此。徐
冬林称她为“翠青”，刘翠青管他叫

“冬哥”。刘翠青说，如果她有朝一
日能重见光明，她特别想看清楚冬
哥的模样。通过别人的描述，她脑
海里的冬哥“很帅”。八年的陪伴，
让二者视对方为亲人、兄妹。

他们互相信任。
长期的配合，让刘翠青与徐冬

林形成了无声的默契。以前二者
在训练中还需要言语交流，现在这
种默契已经成为一种肌肉记忆，冬

哥拿捏一下绳子，翠青就能心领神
会，进行过弯、冲刺等技术动作。

他们互相成就。
在徐冬林这位最合适搭档的

陪伴下，从世锦赛冠军到残奥会金
牌，再到劳伦斯年度最佳残疾运动
员奖提名，刘翠青在田径的道路上
跑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而
如果没有刘翠青，可能徐冬林这辈
子都难以站上奥运赛场。

“我帮助她实现了梦想，她也
延续了我的梦想。否则我要想站
上奥运的舞台会特别困难，我真的
很感谢她。”徐冬林说。

他们互相鼓励。
徐冬林说，他的使命就是充当

刘翠青的“眼睛”，让她克服恐惧，
勇敢地奔跑。此前徐冬林一直受
到伤病困扰，但由于刘翠青的支
持，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因为半月
板有伤，他的右腿在赛后敷上了厚
厚的冰袋。

采访结束，徐冬林转过身，拉
着刘翠青走了下去，二人之间，是
那条引跑绳。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东京8月27日电（记者
刘金辉 刘扬涛 王子江）东京残
奥会 27日结束了第三个比赛日的
争夺，中国军团成绩突出，一日狂
揽 11 枚金牌，其中田径拿下 4 金，
举重、游泳分别夺得 3金和 2金，自
行车和轮椅击剑各获 1金。目前中
国队以 19金 10银 14铜的成绩位居
奖牌榜首位。

27 日是本届残奥会田径项目
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金牌丰
收，还两次打破世界纪录。2016年
里约残奥会女子 100米、200米T35
级双冠军得主周霞以 13.00秒的成
绩成功卫冕百米项目，并创造了新
的世界纪录，为中国代表团夺得田
径首金。本次比赛，周霞将 100米
的个人成绩提高了 0.66秒，取得了
较大突破。

在田径女子 200米T37级决赛

中，23岁的中国姑娘文晓燕夺得金
牌，并以 26 秒 58 的成绩创造新的
世界纪录。

在女子铁饼 F55级决赛中，里
约残奥会该项目冠军董飞霞卫冕
成功。夺冠成绩 26米 64比里约的
夺冠成绩提高了 1 米 61。邸东东
在男子跳远T11级决赛中跳出 6米
47 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获得金
牌。

此外，在男子 100 米 T47 级决
赛中，本届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代表
团旗手王浩以 10秒 74的成绩获得
第四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他打
破了该级别的亚洲纪录。

在举重比赛中，首次参加残奥
会的齐勇凯在男子 59公斤级比赛
中夺得冠军，第四次参加残奥会的
刘磊获得男子 65 公斤级金牌，32
岁的胡丹丹获得女子 50公斤级金

牌。
在游泳赛场上，中国健儿同样

表现出色。男子蝶泳 50米 S5级决
赛中，中国选手郑涛、王李超和袁
伟译包揽前三名。在女子 50米蝶
泳 S5级决赛中，卢冬以 39秒 54获
得冠军，她的队友成姣获得第三
名。

在场地自行车男子 C1-3 级
1000米个人计时赛中，中国选手李
樟煜以 1分 03秒 877的成绩获得金
牌，打破C1级别世界纪录。

在重剑团体比赛中，由边静、
谭淑梅和荣静组成的中国女队以
40:17战胜乌克兰队夺得金牌，中国
男队则以 39:45负于俄罗斯残奥委
会队获得银牌。

28日，乒乓球、田径、举重、游
泳等赛场将进行多项决赛，中国军
团将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中国队狂揽11金

十厘米的信任十厘米的信任

田径项目成为夺金大户田径项目成为夺金大户

山西男足期待“硬仗”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记者施雨岑）由中国国家博
物馆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
主办的“知者创物——第二
届全国工艺美术作品展暨中
国国家博物馆第二届工艺美
术作品邀请展”近日亮相国
博南 8、南 9展厅，展出中国美
术家协会向全国征集遴选和
特邀的近 270件/组作品。

据介绍，展览旨在展示
当代工艺美术的新工艺、新

技法、新材料、新创意、新作
品，彰显手工“匠心匠理”，以
及具有传统价值和时代精神
的优秀创作成果。

展览分为“才‘雕’秀出”
“千‘漆’百趣”“细‘织’入微”
“绚‘璃’多彩”“尽善‘金’美”
和“赏心乐‘饰’”6个部分，展
出的作品坚持“心手合一”的
创作理念，融合新技法、新材
料和新创意，诠释了追求完
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8月 28日，综艺《朗读者》
第三季官宣了阵容，本季，董
卿将与 48 位时代朗读者相
遇，共同面对 12 道直击心灵
的人生命题。杨元喜、张桂
梅、莫言、周建平、苏童、罗
翔、潘文石、崔道植、周迅、咏
梅等 48位朗读者将与董卿对

话，一同发布的还有节目回
归预告片。

据悉，《朗读者》是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推出的文化类综
艺节目，由董卿担任节目主
持人、制作人、总导演。

据《新京报》

张桂梅将亮相《朗读者》

第三季官宣阵容

工艺美术作品亮相国博

8月 28日，由“星爵”克里
斯·帕拉特主演的电影《明日
之战》发布定档预告，并宣布
9月 3日中国大陆上映。该片
由克里斯·麦凯导演，他曾因
《乐高大电影》和《乐高蝙蝠
侠大电影》获得动画安妮奖
提名。

据悉，该片讲述了 2022
年地球收到一份来自未来的

召唤：30 年后的地球遭遇未
知物种的攻击，面临灭种危
机。为了拯救地球，丹被招
募为战士去到未来，支持地
球上人类的最后一战。直到
亲眼所见，丹才终于知道人
类所面临的对手竟是以人为
食的残暴怪兽，关乎人类存
亡的最后一场大战拉开帷
幕。 据《新京报》

“星爵”新片《明日之战》定档

近日，在八一七稻米节暨
《盗墓笔记》十五周年庆典
上，南派三叔介绍了自己的
最新作品《南部档案》，该书
随即开启全网预售，当即冲
上热门。这本书以张家档案
馆系列开拓全新设定，逐一
揭开《盗墓笔记》体系的终极
谜团。

近些年，南派三叔全力打
造“盗墓宇宙”，从《沙海》《藏
海花》《重启·极海听雷》《南
部档案》，到正在火热连载的
《灯海寻尸》《万山极夜》，随
着剧情的逐渐丰满，三叔为
读者营造出的“盗墓宇宙”也
越发宏大。

《南部档案》隶属于《盗

墓笔记》体系。三叔在《南部
档案》中，将东南亚独特的文
化渗透进这部小说内，并塑
造了全新人物张海盐、张海
虾和张海琪等，从他们的冒
险经历中，逐渐揭开张家海
字辈的故事。主角张海盐既
与读者熟知的张家人作风相
似，又与张起灵有着天壤之
别，让读者眼前一亮。这个
略微“话痨”，聪明且带有“戏
精”体质的新主角，在三叔的
笔下渐渐成熟。

《南部档案》是“档案馆
系列”的第一个故事，今后三
叔还会逐步推出张家档案馆
的其他故事。

高 凯

南派三叔新作开始预售

刘 翠 青 以刘 翠 青 以 5656
秒秒 2525 的成绩刷新的成绩刷新
残奥会纪录残奥会纪录，，夺得夺得
冠军冠军。。新华社新华社 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