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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申冬奥优秀音乐作品在京发布，成龙、孙楠鼎力加盟

听听一一听听，，哪哪首首歌歌配配得得上上冬冬奥奥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体育

专电(记者 王集旻 汪涌)

用音乐传承奥林匹克精神，用
歌声助力北京申冬奥。27日，
十首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
优秀音乐作品正式发布，将激
发广大民众对于冬奥会的热
盼和激情。

本次音乐作品征集活动自
去年8月8日启动以来，引起音乐
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得
到国内专业音乐人和社会大众
的积极响应，仅专业词曲作家
音乐作品就收到六十余首。最
终评委会推选出九首优秀音乐

作品《冰雪舞动》、《北京》、《重
逢》、《呼唤爱》、《心》、《踏雪寻
梦》、《永不言败》、《心愿》、《请到
长城来滑雪》和一首评委会特
别推荐歌曲《叫醒冬天》。

这十首音乐作品主题鲜
明、曲风多样，词曲作者通过作
品表达了对冬季运动的热爱、
对世界发出的诚挚邀请，表达
了对申冬奥成功的祈盼、夏奥
与冬奥重逢的心愿以及对奥林
匹克精神的赞颂等。作品词曲
创作人员有相当比例是年轻音
乐人，契合了冬季运动时尚、国
际的特质，音乐作品也更加年

轻化、国际化、易于推广和传
唱。成龙、孙楠、谭晶、陶喆、常石
磊、吉克隽逸等明星鼎力加盟，
参与歌曲录制演唱，更为音乐
作品本身增色不少。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
会副会长蒋效愚表示，音乐是
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最重要的
形式之一，历届奥运会都是奥
林匹克音乐创作的高峰期，都
诞生过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北
京筹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曾
举办过数次奥运歌曲征集活
动，推出了《北京欢迎你》等优
秀音乐作品，在传播奥林匹克

精神、激发人民群众热情、凝
聚人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成为人文奥运财富的主要
组成部分。

演唱《叫醒冬天》的国际
明星成龙表示，自己的奥运情
怀非常强烈，从申办、筹办北
京奥运会，到这次申办冬奥
会，任何能为此鼓与呼的机会
他都不愿错过。

申冬奥歌曲发布后，社会
大众可通过冬奥申委官方网
站等网络渠道以及各大电视、
电台等平台收听这些优秀音
乐作品。

男子象甲联赛开战

山东队战平广东

本报讯 腾讯棋牌2015全国
象棋男子甲级联赛“民富沃能杯”
第一阶段赛会制5月27日在深圳坪
山新区打响。卫冕冠军广东队加
赛战和山东队，升班马广西队与
杭州队双双得胜，上海、浙江、江
苏等同样胜出，内蒙古快棋击败
湖北。

本赛季象甲联赛采取与去年
一样的赛制，十四支队伍进行双
循环26轮的激烈对决，每场胜出者
得 3分，如慢棋打平，加赛快棋的
胜者得2分、败者得1分，快棋仍平
则各得1 . 5分。卫冕冠军广东碧桂
园队作为本次赛会制的东道主，
首轮迎来山东中国重汽队的挑
战。赛前广东队灵魂人物吕钦在
展望新赛季时，认为队伍有第六
次夺冠的实力。

开赛之后，粤军的攻坚进程
十分顺利，队中主将许银川在执
红面对山东队青年大师刘奕达的
比赛中，马炮残局迅速取得大优
势，随后凭着深厚的残棋功夫，瞄
准黑棋底象，再小兵过河助阵先
拔头筹。广东队处于领先形势利
好，不过就在该队胜利在望的关
键时刻，黄海林后手不慎败于谢
岿，这样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必
须要通过加赛快棋来再决胜负。
快棋之争，许银川先手对阵赵金
成未能再有建树，张学潮则执黑
打平刘奕达，就此粤鲁两军慢快
棋均和，各得一分半。

(沈玉杰)

济南市

飞镖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叶嘉利) 5月27

日上午，济南市飞镖协会成立大会
举行，济南市飞镖运动的元老魏强
当选为协会的首任会长。

济南市现代飞镖运动始于上世
纪90年代，作为山东省首家飞镖俱乐
部，“济南一镖中的飞镖俱乐部”早在
1990年就承办了山东省首届飞镖公开
赛，2002年公开赛得以再次举办，2008

年又协助中国飞镖协会成功举办了
第十届全国飞镖公开赛(泰山站)的比
赛，为济南飞镖运动的普及做出了不
少贡献。济南飞镖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已经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爱好者，
目前每年都有百余名爱好者固定参
加济南和全国的飞镖比赛活动。

总决赛，
詹姆斯又来了
骑士横扫老鹰，詹姆斯连续五年进总决赛

天津女排亚锦赛中国队淘汰泰国晋级决赛

两两年年前前的的仇仇终终于于报报了了
新华社天津5月27日体育

专电(记者 徐征 张泽伟)

中国女排顶住了首局失利的
压力，在27日进行的天津亚洲
女排锦标赛半决赛中连扳3
局，以3：1击败泰国队，报了两
年前亚锦赛半决赛失利的一
箭之仇。中国队在决赛中的对
手将是韩国队。

中国队本场比赛用颜妮
顶替小将袁心玥首发出场，希
望利用颜妮的经验来形成更
多的网上实力。不过开局之后
中国队并不适应泰国队快速
多变的打法，拦网几乎没给对
手带来太多的压力。结果从开
局后不久就处于落后，在相持
到22平之后，郎平用张常宁换
下惠若琪来加强攻势，但随着
张常宁在扣球被拦之后，中国
队以22：25输掉了首局。

第二局中国队开始慢慢
找回了感觉，但是泰国队顽强
的防守仍然给中国队带来不
小的麻烦。在多次相持过程
中，中国队占不到任何优势。
好在身高占优的中国队在网
上的实力仍在，利用强攻和快
攻拿分并且保持着微弱的领
先。最后中国队依靠朱婷的强
攻、杨珺菁的反击和拦网连得
3分，以24：19获得局点。泰国
队接连扳回3分，但最后奥努
玛反击扣球失误，让中国队以
25：22扳回一局。

第三局泰国队的进攻突
然崩盘，中国队很快取得了
12：8的领先并且一路扩大优
势，泰国队主教练加提蓬接连
请求暂停变阵，但仍然没有阻
止中国队以25：10大胜。泰国
队在第四局卷土重来，继续用

防守反击对抗，并且再度将比
赛拖入到胶着状态，不过此时
中国队的两位主攻已经全面
打开，朱婷的强攻成为中国队
最稳定的得分点，而惠若琪数
次精彩的救球也博得了全场
的喝彩声。朱婷后排扣球得
分，中国队以24：21拿到赛点。
泰国队在扳回2分之后，又是
朱婷四号位强攻一锤定音，中
国队以25：23险胜，晋级决赛。

此役朱婷拿到全场最高
的28分。赛后，中国队主教练
郎平表示：“我们已经准备了，
对手的战术快速多变，我们应
该不会很快进入状态。不过我
要求球员，无论遇到什么困
难，要相信自己，把自己的特
点打出来。尽快应变，跟上对
手的节奏，最终球员们还是做
到了。”

本报记者 刘伟

最优秀的团队，完败给了
最出色的个人。NBA东部决赛
第四场，骑士118:88大胜老鹰，
总比分4:0横扫对手，时隔8年，
再次挺进总决赛。从一个赛季
前的鱼腩之师，到如今昂首挺
进总决赛，骑士的蜕变只源于
一人，他就是勒布朗·詹姆斯。
赛后，各种各样的数据，展示着
这个男人将如何名垂青史，但
只有詹姆斯清楚，无法最终征
服总决赛，就称不上百炼成钢。

本赛季重回骑士的詹姆
斯，将个人价值再次提升到了
一个崭新的层面。在一位菜鸟
教练的带领下，骑士的常规赛
经历了赛季初磨合的阵痛，赛
季中人员调整的震荡，以及季
后赛伤病大面积的侵袭。这种
种磨难，要比之前在热火任何
一个赛季都更艰苦，能最终历
尽劫难杀出重围，离不开詹姆
斯对这支球队出色的掌控。

詹姆斯到底有多出色，数
据是不会骗人的。整个东部决
赛，詹姆斯场均数据为30分11
个篮板9次助攻，几乎以一己之
力，撕碎了老鹰整个攻防链条。
当人们还在谈论去年詹姆斯面
对团队篮球束手无策时，一年
后，他单枪匹马做出了最完美
的回应。

在淘汰老鹰连续第五年晋

级总决赛之后，詹姆斯也成为
NBA历史上第9位完成这一壮举
的人。在他之前，只有曾经在上
世纪六十年代完成8连冠的凯尔
特人团队的几位成员比他更多。
不过同绿衫军那些老前辈相比，
詹姆斯是NBA历史上第一位带
领两支不同的球队，连续五次杀
进总决赛的球员。

算上2007年带队进入过一
次总决赛，詹姆斯登上总决赛舞
台的次数，已经达到了6次。毫无
疑问，他已经逐渐积累了足够的
资本，去比肩历史上的很多巨
人，比如魔术师约翰逊，甚至是
迈克尔·乔丹。然而美中不足的
是，詹姆斯还欠缺一些效率。或
者说，他在总决赛这个至高殿堂
的表现，说服力还是不够。

詹姆斯前五次杀进总决
赛，只有两个冠军到手，赶不上
魔术师，更遑论六进总决赛六
次夺冠的飞人乔丹，抱团模式
更是饱受质疑。在本赛季开始
前，詹姆斯曾表示，带领一支全
新队伍成为总冠军，是他职业
生涯最大的考验，他希望能够
为家乡球队骑士带来总冠军奖
杯，结束这座城市51年无冠军
的尴尬。

克利夫兰是詹姆斯跌倒过
的地方，或许，这个夏天又会见
证他勇敢地站起来。箭在弦上，
距离百炼成钢，詹姆斯只差四
场胜利。

艾弗森泉州赛

只打了3分钟

新华社福州5月27日体育专电
(记者 刘旸) 27日晚，艾弗森在由
其领衔的美国篮球明星队与江苏男
篮在福建泉州的比赛中，第二节上
场3分钟，一分未得草草收场。

原定于晚7点半开始的比赛推
迟到8点钟才开始。艾弗森在第二节
开始时上场，仅过了3分钟，他甚至
没来得及打出像样的进攻就仓促下
场，并脱下鞋子扔向观众席，宣告他
在本场比赛的演出结束。

晋江市祖昌球馆是CBA福建浔
兴男篮俱乐部的主场，据在现场的
晋江市文体新局工作人员介绍，现
场观众还不到1000人。

此前，艾弗森在中国行活动哈
尔滨站比赛中，以身体有恙为由没
有上场打球，引发当地球迷不满；而
西安站比赛则因“比赛存在安全隐
患”被叫停，引发轩然大波。

挂失声明：山东省健身气功协
会 法 人 证 书 ( 正 本 ，鲁 社 证 字 第
00504号)声明挂失。

两年前，朱婷还是新人，如
今她已成为女排绝对主力。

新华社发

詹姆斯接下来的
总决赛对手很可能是
库里的勇士。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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