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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记
者汪涌）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
31日发布消息，宣布侯永永、李可、
邹德海三名球员正式加盟。其中，
侯永永和李可在所有手续完成之
后，将成为中国足球史上首批归化
的球员。

据北京中赫国安提供的资料显

示，1998 年 1 月出生的侯永永，出
自挪威特隆俱乐部青训体系，15岁
时加盟挪超劲旅罗森博格俱乐部，
16岁代表罗森博格在联赛中出场，
成为队史上最年轻的出场球员。
身高 1 米 80 的侯永永作为进攻型
中场球员，传球创造性强，经常能
为队友送出威胁传球，在场上可出

任中前卫、边前卫、前腰、影子前锋
等多个位置。他的到来将会进一
步增强北京中赫国安中前场的实
力。中赫国安俱乐部希望，侯永永
能够在为球队效力的同时，将来也
有机会为国争光。

另外一名归化球员李可出自英
超阿森纳俱乐部青训体系，曾为阿森

纳一线队出场过，后转会到英冠俱乐
部踢球，是一名攻防俱佳的中后场多
面手，既能够出任后腰位置，也可以
出任右边后卫、边前卫等位置，善长
远射。生于 1993 年的李可，身高 1
米 71，在效力英冠球队布伦特福德
的3个赛季里攻入12球。他的加盟，
既能增强北京国安中场的防守硬度，

又能丰富球队的进攻手段。中赫国
安同样希望正值运动生涯巅峰期的
李可，尽早通过在球队的出色表现赢
得为国效力的机会。

当天，北京中赫国安还宣布引进
邹德海的消息。这位身高1米87的
新门将曾效力浙江绿城俱乐部，入选
过国奥队。

侯永永、李可加盟北京中赫国安

他俩将成中国足球首批归化球员

■ 阿成

2019亚洲杯即将迎来大结局，大
黑马卡塔尔队将与四冠王日本队争夺
冠军。被伊朗队淘汰出局后中国队应
该还会继续关注亚洲杯的进程，希望
能从亚洲强队身上学到些东西。比
如，看一看日本队的后卫怎么让疯狂
冲抢的伊朗队前锋变成“无头苍蝇”。
当然，有些东西国足队员即便看到了，
自己未必能做得到。

其实中国足球是很爱学习的，有时
候也能尽快把悟到的东西付诸行动。
比如，亚洲杯出局后没几日，武磊加盟
西甲西班牙人。人们说，这是中国足球
新一轮“留洋运动”的开始，未来会有更
多的球员“走出去”。之所以开启新一
轮“留洋运动”，据说是因为中国足球管
理层看到亚洲球队普遍进步了，而进步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都有不少留洋球
员。其实从国足自身也能看到留洋的
重要性，以往战绩相对较好的时期，往
往是留洋球员较多的时候；本次亚洲杯
表现较好的郑智、蒿俊闵、于大宝等，都
是喝过“洋墨水”的球员。

这些年“留洋潮”为什么中断了？
原因可能很多，比如自身水平下降，比
如踢中超挣得多。现在重启留洋，“回
头路”有些折腾，却是正确的道路。不
过，恐怕短期内难以见到效果。以往

孙继海、郑智、杨晨、邵佳一、范志毅、
郝海东、张恩华等留洋时，基本上都能
凭自身的实力踢上比赛。现在，武磊
等能够留洋，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
果，还得先搭上欧洲中资俱乐部的“顺
风车”。以这些球员的水平，能够保证
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而不是在场边
守饮水机吗？

武磊等成名球员已老大不小了，现
在留洋即便能更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也有
限。看来还得从青训做起。这方面，得学
一学卡塔尔。卡塔尔以六战全胜不失一
球的骄人战绩，首次打入亚洲杯决赛，其
巨大进步令人惊讶。其实卡塔尔的崛起
多少有些预兆，为了打好2022年在本土
举办的世界杯，这些年他们的动作很大，
比如归化球员，建立精英培训系统，选拔
精英选手到欧洲联赛“代培”。国家队则
长期集训比赛，参加本届亚洲杯的卡塔尔
队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一起踢球了。

其实类似卡塔尔的做法，以往我
们都尝试过，也曾取得过一定效果。
比如健力宝模式，虽然有争议，但至少
成才率颇高，李铁、李玮锋、李金羽、张
效瑞等多名球员成为国家队中坚。不
知何故这种模式没能延续，也许靠企
业赞助的模式有其脆弱性吧。现在，
又有万达等企业赞助青少年留洋培训
了，但愿能有好收获。

看来，关键不在于表面上在做什
么，而在于怎么做，以及能否坚持做下
去，而且能够做好。

国足从亚洲杯学到不少
大侃台

本报讯 （记者林永成） 中国
U20男子足球国家队1月30日结束
在澳大利亚的集训，返回国内。目前
效力于广州恒大淘宝队的海南籍球
员蔡明民入选此次集训队，并在集训
期间的热身赛中取得进球。

据悉，本次U20国足澳大利亚集训
由主帅塞尔维亚人扬科维奇率领，共有
来自7家俱乐部的26名球员参与，蔡明

民效力的广州恒大淘宝队有6人入选，
大连一方、上海绿地申花各有5人入
选。集训期间，U20国足与当地俱乐部
球队进行了6场热身赛，战绩为3胜1
平2负。1月29日，在与摩顿湾联队的
较量中，司职中场的蔡明民取得一粒进
球，帮助球队以5：4险胜对手。

蔡明民出生于2000年，是海南
昌江人，从小痴迷足球，读五年级时

被家人送到广州的赵达裕足球学校
训练。之后广州恒大足校招生，蔡明
民入围。2015年9月被恒大足校送
到西班牙训练，2017年2月回国。中
超U23新政出台后，蔡明民因表现优
秀升上恒大一队。蔡明民曾多次入
选国少队、国青队。2018年，蔡明民
先后入选U19、U20国家男子足球队
集训大名单。

U20国足结束澳大利亚集训

海南小将蔡明民热身赛进球

西班牙人俱乐部称
武磊伤势无碍可上场比赛

新华社马德里1月30日电（谢宇智）西班牙
人俱乐部30日宣布，中国新援武磊伤势无碍，可
以出场比赛。

西班牙人俱乐部在公告中称：武磊在当日下
午接受了医疗检查，结果显示，这名前锋的肩伤不
会影响其踢球，他可以如此前在亚洲杯时一样继
续上场比赛。

武磊在本月随中国国家队征战亚洲杯时左肩
受伤，但他此后仍继续带伤征战，直至中国队在四
分之一决赛中被伊朗淘汰。

据西班牙媒体透露，武磊将从2月1日开始随
西班牙人全队正常训练。如果教练组认为合适，
他或将进入2月3日西甲第22轮西班牙人客场对
阵比利亚雷亚尔的大名单。

东京奥运会普通门票
今年4月开始申购抽签

据新华社东京1月31日电 （记者姜俏梅）
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30日宣布，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及33个比赛项目普通
门票将从今年4月开始在官方售票网站接受申购
抽签登记，6月中旬公布中签结果后可购买。

当天，东京奥运会组委会还公布了各个比赛
项目不同场次的最高票价和最低票价。开幕式和
闭幕式的最高票价分别为30万日元和22万日元
（1日元约合0.06元人民币）。

此外，东京奥组委还宣布，今年秋季还将在网
上发售奥运会门票，人们可按先后顺序购买。
2020年春季以后则可在东京都设立的售票窗口
购买门票，组委会网上销售也将同时进行。

据悉，东京奥运会所有比赛项目门票共计780
万张。除了普通票之外，还包括团体票、提供餐饮
的豪华票以及旅行团票等。只要包括1名儿童、老
年人以及残疾人在内的两人以上即可申请团体票，
团体票所有成员均享受2020日元的票价。

凯尔特人126：94黄蜂
步行者89：107奇才
开拓者132：105爵士
国王135：113老鹰
掘金105：99 鹈鹕
灰熊97：99森林狼

尼克斯90：114独行侠
公牛105：89热火

NBA昨日战报

0：3负于亚特兰大

尤文图斯无缘
意大利杯四强

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
在意大利杯1/4决赛中，此前
在意大利杯中实现四连冠的尤
文图斯客场0：3被亚特兰大淘
汰。这是尤文图斯本赛季在国
内赛场遭遇的首场败仗，本场
失利也让“斑马军团”在本赛季
赢得三冠王的梦想成为泡影。

尤文图斯最大牌的球星C
罗本场首发出场，但无力救
主。图为C罗（左）带球突破。

小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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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1月31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王清云 吴小静）1月 31
日，“我和我的祖国，美好新万宁我
的家”2019万宁市迎春文艺晚会在
该市人民公园广场举行。晚会上，
精彩的歌舞表演、丰富的互动环
节，让前来观看的数千名观众叫好
声一片。

本次晚会演出阵容大，仅演员就

有约400人次。其中，有著名二胡演
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赵寒阳，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首
席小提琴演奏家、教授、国家一级演
员陈志豪，著名古筝教育家、演奏家、
武汉音乐学院副教授吴青，国家级非
遗项目陈式太极拳第12代传人邱家
栋等名家参加演出。

晚会总导演李艳平介绍，晚会

共有16个节目，包括独唱、合唱、小
提琴演奏、二胡演奏、古筝演奏、管
乐演奏、锣鼓快板、太极拳、相声、民
族舞蹈、琼剧等。“整台晚会用歌声
歌颂祖国的繁荣富强，用音符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用舞姿赞美美
好新万宁我的家，精心为市民游客
打造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艺盛宴。”
李艳平说。

中国金融作协全国短篇小说征文评比揭晓

海南作品《关闭的重门》获奖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由中国金融作协举办
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金融人的故事”全国短
篇小说征文评比日前在京揭晓，海南作家王辉俊
创作的金融小说《关闭的重门》荣获二等奖。

据介绍，《关闭的重门》是从全国金融系统应
征的400多篇作品中，经严格初评与终评后产生
的获奖作品之一。本次评比共评出一等奖3名，
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优秀奖20名。《关闭的重
门》也是王辉俊继金融小说《打开的窗口》2017年
荣获第三届中国金融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之后，又
一篇获全国金融文学奖的新作。

据了解，王辉俊是海南省作协理事，中国金
融作协会员，从事金融工作40年，其作品通常围
绕金融行业变迁创作，塑造了海南金融人积极向
上的良好形象，其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报
告文学、小品等多种体裁，在全国和省级文学评
奖中多次获奖。

“年味海口”文创展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年味海口”文创

艺术展1月29日在海口骑楼老街正式启动。本
次活动包括新春文艺晚会、新春创意文化展示等
内容，旨在春节来临之际营造节日氛围，丰富市
民游客文化生活。

据了解，本次活动包括新春创意文化产品展
示、新春民俗展演、书法家春联作品展览和现场送
春联、新春创意吉祥物作品评选与展示、年味民俗
活动体验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深度挖掘春节传统
文化内涵，展现年味十足的海口习俗，让群众感受
新春佳节期间的传统文化氛围。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郭

萃）大年初一至初六，海口万春会将举
办公仔戏、麒麟舞、虎舞、黎族舂米舞
等6场海南优秀传统文化展演。目前，
灯展布置正在万绿园紧张进行，2月2
日晚，本届万春会新春灯展将试亮灯。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届万春
会将上演综合文艺演出、优秀传统文
化展演、新春正能量主题活动及新春
灯展等多项活动，现场还有动感十足
的健身运动项目、潮流电子音乐秀、
网红趣味游戏装置等，为广大市民游

客量身打造出以“运动+健康”为核
心理念的文体活动，提升广大市民游
客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悉，万春会举行期间，还将开
通线上投票平台，广大市民游客可投
票评选最美新春灯展。

本报临城1月31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张永花 许送转）日前，
由海南银保监局、省农村信用社牵头，
临高县委办、临高农商银行及临高书
协在临城镇头星村共同开展“迎新春

送书法下乡”活动，来自临高书协的
12名书法家现场挥毫，为当地群众送
上春联和福字，增添新年气氛。

活动现场，书法家们挥毫泼墨，
既写了辞旧迎新美好愿景内容的春

联，也写有大展宏图高歌前行的励志
内容春联，闻讯赶来的群众争先恐后
挑选自己喜欢的对联，还有群众现场
请书法家书写春联后再拿回家的，现
场气氛热烈。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
白瀛）记者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了
解到，今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将
有新突破：题材上紧扣民生热点、紧
接时代地气；演出阵容上，不仅有观
众喜爱却很少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
喜剧演员，更有全国各大喜剧团队
会聚一堂。

据介绍，今年春晚北京主会场由
康辉、朱迅、任鲁豫、李思思、尼格买
提担任主持人，江西井冈山、吉林长
春、广东深圳三个分会场分别由一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和当地广
播电视台主持人合作主持。

今年央视春晚歌舞类节目也将
展现用奋斗追求幸福、用拼搏成就未

来的年轻一代“追梦人”的青春朝气
和阳光正能量。

据了解，今年春晚将在4K、5G、
VR、AR、AI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

“这是技术革新与艺术创新的一次有
力对接，也是春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
创新。”央视有关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白瀛）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将于2月 4日除
夕12时至18时推出春节特别节目
《中国声音中国年》。节目聚焦“家
国事、人间情和新生活”三大主题，
展示过去一年国家发展进步的足
音，讲述百姓人家温暖向上的奋斗
故事，呈现新时代人们追求美好生
活的坚持与努力。

据央广总编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国声音中国年》将以具有鲜明时
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歌曲等文艺元
素烘托节日气氛、升华亲情主题，并
充分体现总台融合的优势，央广、央
视、国广主持人将组成主持人团队，
在新春佳节为全国听众带来广播中
的“总台声音”。

全国各大喜剧团队将会聚央视春晚
央广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国年》除夕白天推出

5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得主在星光大道留影。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记者朱宇轩）1月
30日下午，阔别游客3年的香港著名
景点尖沙咀星光大道举行重开典礼。

二胡、大提琴等东西方乐器奏响
的《上海滩》《无间道》等经典粤语歌曲

“串烧”拉开了典礼序幕。礼台两侧闪
光灯折射如星光，吴君如、叶童等5位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得主在
璀璨灯光中依次登上礼台，在模具上
按下了自己掌印。

据介绍，星光大道将于1月31日

正式对公众开放。重新开放的星光大
道加入了绿化、数码、环保等多种元
素，并在原有107位明星掌印基础上
增加了9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
主角”得主掌印和一枚卡通形象“麦
兜”的猪手印。

据了解，自2004年对公众开放
后，星光大道一直是香港最热门的景
点之一。为了打造世界级旅游景点，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5年关闭星光大
道，用了3年时间进行扩建。

香港星光大道举行重开典礼

万宁迎春文艺晚会万城举行

海口万绿园灯展明晚试亮灯

临高多单位联合送春联下乡

中国舞剧《大梦敦煌》惊艳狮城
据新华社新加坡1月31日电（记者王丽丽）

中国兰州歌舞剧院携大型舞剧《大梦敦煌》29日
至30日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连续演出3场，精
彩的舞台表现惊艳狮城观众。

《大梦敦煌》剧组是应第26届新加坡“春城洋
溢华夏情暨欢乐春节”筹委会邀请来狮城演出
的，3场演出共吸引了近6000名观众观看。

观众贺玉荣说，《大梦敦煌》用布景、音乐、灯
光和舞蹈诉说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每一幕都
彰显了敦煌的唯美、浪漫和豪迈，带给人强烈的
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