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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寨少年与世界杯之缘
□ 新华社记者 罗羽
在卡塔尔世界杯大幕开启之后，贵州
丹寨少年金粲璨也在密切关注着那里发
生的一切，已经拿到护照的他，将在这届
世界杯决赛中，以护旗手的身份登上那万
众瞩目的赛场。

丹寨少年的世界杯之约
灯光秀、空调球场、热情球迷……这
两天，拉开大幕的卡塔尔世界杯给 12 岁
的丹寨县城关第一小学六年级学生金粲
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已迫不及待想要赶
往现场。
今年，金粲璨入选了万达集团和国际
足联共同发起的“星星之火”项目，并将以
护旗手身份，亮相本届世界杯赛场。这将
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次非凡旅程——不仅
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他第一次出远门。
时间拉回到六年前。那一年，金粲璨
的父亲金润权为他买了一件中国足球运
动员武磊的球衣，父子俩还一起看了一场
中国队的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 12 强赛。之后，金粲璨便与足球结
下了不解之缘，心中也悄悄埋下了关于世
界杯的种子。
2018 年，父亲把金粲璨送到当地一
家足球俱乐部训练，他自此正式步入了学

球的轨道。教练黄元材说，虽然他常常学
得比别人慢一些，却从未气馁，也没有想
过放弃，反而以数倍于人的努力追赶。
“尽管在教练和父亲眼中，我可能是
‘最没有天赋’的那一个，却是最热爱和最
坚持的那一个。”金粲璨说，同年同期接受
训练的 40 多位小伙伴，到目前还在踢球
的已经不多了。
回想入选卡塔尔世界杯护旗手的缘
由，他说，应该是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坚
持，才成就了如今的机会。
“从上一届到这
一届，热爱足球、坚持不懈，是金粲璨与世
界杯‘相约’
的最好方式。”金润权说。

万达的
“世界杯桥梁”
能够走向世界杯赛场，除了金粲璨的
坚持，还离不开万达的“牵线搭桥”，正是
因为万达拥有世界杯护旗手招募的独家
权益，他才获得了这一机会。
丹寨全县 17.9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
口占比近 90%。过去，这里的不少孩子深
居大山，从未见过山外世界。
自 2014 年帮扶丹寨开始，
万达就用各
种方式为这个县城提振
“精气神”
，
尤其是在
他们拥有丰富资源的体育领域，
通过搭建舞
台和桥梁，
让丹寨的孩子得以走向世界。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揭幕战上，6 名
来自丹寨的护旗手，踏上了世界杯赛场。

“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回忆起当时
的场景，中南民族大学学生、护旗手之一
的莫秋表示，作为一名足球爱好者，当年
她还是丹寨县第二中学校队主力，踏上世
界杯赛场的经历，给她的人生增添了极大
动力。
“那次经历坚定了我想要成为一名国
际文化传播者的决心。”南京师范大学学
生、同样是护旗手的汪美仑说，到了俄罗
斯，与世界各国人士交流，使她明确了自
己的职业目标，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促进中
外互通的
“桥梁”
。
那一年，金粲璨也在电视上看到了六
位哥哥姐姐的风采。
“ 看到哥哥姐姐们站
在世界瞩目的赛场，我热血沸腾，心中满
是羡慕。”他说，他当即下定决心要把球踢
好，将来做一名职业球员，成为中国足球
队的一员并踏上世界杯赛场。

精神文明的
“体育切入点”
“体育，
可以改变一个人。”
这是金润权从儿子身上得出的结
论。自踢球以来，金粲璨变化很大：从性
格急躁不专注，到自律开朗很稳重。
金粲璨一直以来有两个足球，一个放
在家里，一个放在教师父亲所在的学校。
每天放学无论是回到家还是去父亲的学
校，他总会在做完功课后按时练球，几无

中断。他说：
“ 通过踢球，我才明白，做任
何事情，只有坚持和专注才能做好。”
丹 寨 县 有 中 小 学 生 超 过 2.5 万 人 。
多年来，该县深入推进体教融合，把足
球、篮球、武术等体育运动作为全县少年
儿童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切入点，通过
大力推广校园体育文化，塑造全县少年
儿童不怕苦、不怕累，敢于拼搏、勇于奋
斗等优秀品质。
金粲璨就读的丹寨县城关第一小学，
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校学
生 2300 多人。多年来，
该校每年通过举办
各类校园足球联赛和社团活动，为像金粲
璨一样热爱足球的学生提供驰骋的舞台。
“学校每年除了举办各种足球联赛
和足球活动之外，还派学生参加黔东南
州校园足球三级联赛。”丹寨县城关第一
小学副校长吴春蕾表示，足球运动的开
展，塑造了学生积极拼搏、团结奋进的精
神面貌。
作为学校足球队主力，金粲璨已连续
两年参加黔东南州校园足球三级联赛，并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之前参加比赛，我只到过黔东南州
的黎平县和凯里市，这两个地方距离丹寨
最远有两个多小时车程。”他说，期待以后
能参加更高水平的比赛，去更远更大的世
界，为国争光。
新华社贵阳 11 月 23 日电

三部门加大力度
推广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记者 张辛欣）记者 23 日从工信部
获悉，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开展
2022 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工作。工信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释放“科技+养老”效应，让“智慧养老”
助力
“老有所依”
。
近年来，
我国大力推动智慧健康养老相关产业发展。不久前，
工信部等五部门发布《数字化助力消费品工业“三品”行动方案
（2022—2025 年）》，
明确围绕健康、
医疗、
养老等大力发展
“互联网+
消费品”
。市场上，
聚焦智慧健康养老的创新同样活跃。天眼查数
据显示，
截至目前，
我国有 1800 余家智慧健康养老相关企业。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用科技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
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 2022 年智慧健康养老
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
申报范围有以健康管理类智能产品、老年辅助器具类智能产
品等为代表的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以及包括个性化健康管理等在
内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申报的产品应在功能性、易用性、可靠
性、安全性等方面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申报的服务应能精准对
接老年人健康和养老服务需求，
深度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政策主要方向是推动企业
以数字化研发设计促进产品更新，以自主创新创造引领消费升
级，不断满足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
1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下线
据新华社福州 11 月 23 日电（记者 侯雪静 林善传）记者 23 日
从三峡集团了解到，由三峡集团与金风科技联合研制的 16 兆瓦
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下线。该机组是
目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大、单位兆瓦重量最轻的风
电机组，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大容量机组在高端装备制造能力上
实现重要突破。
据了解，此次下线的单机容量 1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叶轮直
径 252 米，叶轮扫风面积约 5 万平方米，约相当于 7 个标准足球场
大；轮毂高度达 146 米，约相当于一座 50 层大楼的高度。在满发
风速下，单台机组每转动一圈可发电 34.2 千瓦时。根据多年平均
发电量设计值，单台机组每年可输出超过 6600 万千瓦时的清洁
电能，能够满足 3.6 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用电，可节约标煤约
2.2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5.4 万吨。

沙特

主要产油国减产计划将持续至
2023 年年底

“有些越位是毫米级的”
“新的技术就是这样，尽管有些越位是毫米
级的。这是悲伤的一天，
但我们要继续前进。
”
——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 1:2 爆冷不敌沙
特阿拉伯队后，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表示，三
个无效进球让球队陷入困难，但现在要做的就
是赢下对阵墨西哥队和波兰队的两场小组赛。
“在昨天的封闭训练中，莱万多夫斯基练了
点球，他一个都没有打丢。但这就是足球，伟大
的球员有时候也会罚丢点球。
”
——在 22 日波兰队与墨西哥队的首轮较量
中，队长莱万多夫斯基的点球被墨西哥队门将
奥乔亚扑出，最终双方互交白卷。赛后，波兰队
主教练米赫涅维奇表达了对莱万的支持与鼓
励。
“足球就是足球。这是一个点球，要么进
球，
要么丢球。他会回来的。
”
——波兰队队长莱万多夫斯基在对阵墨西
哥队时罚失点球，赛后，队友卡什表达了对他的
支持。
“这就是足球，总有疯狂的事情发生，我们
只庆祝了 20 分钟，因为接下来还有两场艰难的

曼联与克·罗纳尔多分道扬镳

比赛等着我们。
”
——首场小组赛 2:1 战胜夺冠热门阿根廷
队后，沙特阿拉伯队主教练勒纳尔坦言这场胜
利会载入史册，但胜利过后，更需要脚踏实地。
“我是日本足球的粉丝，他们在很多方面都
非常优秀。尤其是那些效力于德甲的球员，比
如远藤航是过去几年在德甲表现最好的中场球
员，
镰田大地在德国知名度很高。
”
——23 日，德国队和日本队将在世界杯首
轮比赛中相遇，赛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国
主帅弗利克这样评价对手。
“你怎么能挡住这么快的人？这太难了。
”
——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澳大利亚队 1:4
不敌卫冕冠军法国队。谈及法国球星姆巴佩，
澳大利亚队主帅阿诺德显得很无奈。
“球队有很多人都掐自己，不太相信我们真
的打进世界杯了。
”
——加拿大队时隔 36 年重返世界杯舞台，
球队主帅赫尔德曼表示，这是球员证明自己的
机会，并且相信球队能在本届世界杯上取得一
番成就。
新华社多哈 11 月 23 日电

新华社伦敦 11 月 22 日电（记者 张薇）英超曼联俱乐部 22 日
宣布，在双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克·罗纳尔多将提前结束合同离
开曼联，即刻生效。
37 岁的葡萄牙巨星于去年 8 月二度加盟曼联，但在现任主帅
滕·哈格麾下难有首发机会，还曾出现荷兰教头在比赛最后几分
钟派他替补出场但遭到他拒绝的争议事件。
出征世界杯之前，克·罗纳尔多在一次专访中再惹争议，他不
仅公开批评曼联俱乐部 10 年毫无进步，声称俱乐部中一直有人
想赶他走，另外还直接表示他无法尊重滕·哈格，因为对方一点也
不尊重他。
之前冬季转会窗口没有让克·罗纳尔多如愿离开的曼联如今
终于做出决定，双方立即分道扬镳。
“俱乐部感谢他在两个效力期
为老特拉福德做出的巨大贡献，346 次出场打入 145 球，并祝愿他
和他的家人未来一切顺利。”曼联在一份声明中说，
“曼联的每个
人都将继续集中精力于球队在滕·哈格指引下取得进步，一起在
赛场上获得成功。”
克·罗纳尔多目前正在卡塔尔参加世界杯。葡萄牙队将于
24 日迎来对阵加纳队的首场小组赛。他也发表声明说：
“在与曼
联沟通之后，我们共同决定早些结束合同。我爱曼联，爱那里的
球迷，这一切永远不会改变。然而，我觉得这是我寻求新挑战的
恰当时机。预祝球队本赛季以及未来收获成功。”

新华社利雅得 11 月 22 日电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
兹·本·萨勒曼 21 日晚否认近来主要产油国讨论石油增产的消
息，强调减产计划将持续至明年底。
沙特通讯社在报道中援引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话说，石油输
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不会在 12 月 4 日会议前讨
论石油产量问题，主要产油国日均减产 200 万桶的计划将持续至
2023 年年底。
他还表示，如果需要采取进一步减产等措施来平衡供需，主
要产油国随时准备进行干预。
主要产油国 10 月 5 日举行会议后宣布，鉴于全球经济、石油
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对石油市场加强长期指导的需要，从 11
月起大幅减产，在 8 月日均产量的基础上下调 200 万桶。此次减
产规模相当于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 2%。

以色列研究

高强度有氧运动
可大幅降低癌转移风险
新华社耶路撒冷 11 月 22 日电（记者 王卓伦 张天朗）以色列
特拉维夫大学一项新研究发现，高强度有氧运动增加了内脏器官
的葡萄糖消耗，从而减少了肿瘤的能量供应，可将癌症转移的风
险降低 72%。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癌症研究》杂志上。
这项研究结合了人类监测数据及动物模型实验。对近 3000
名健康志愿者进行的约 20 年监测结果表明，与不参加体育锻炼
的人相比，经常进行高强度有氧运动的人出现癌症转移的概率低
72%。在动物模型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与不运动的对照小鼠
相比，运动小鼠的黑色素瘤向肺、肝脏和淋巴结的扩散明显减
少。他们认为，在人类和动物模型中，这种癌转移的抑制与运动
诱导的葡萄糖消耗率增加有关。
联合领衔这项研究的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卡米塔·列维说，
肺、
肝
脏和淋巴结是癌症转移的高发部位。在对这些器官的细胞进行分
析时，
研究人员发现高强度有氧运动时，
细胞内的葡萄糖受体数量
会增加，这意味着增加葡萄糖摄入量使这些器官转变成了有效的
“能量消耗机器”
，
这就像是运动过程中肌肉会消耗大量葡萄糖一样。
研究人员说，这可能是因为当高强度有氧运动时，内脏器官
需要和肌肉去“竞争”葡萄糖资源。如果癌症进一步发展，内脏器
官对葡萄糖的激烈竞争就会使得能量紧缺，那么对癌症转移至关
重要的能量也会减少。因此，当一个人经常高强度有氧运动，其
癌症转移的风险也会显著降低。

权 威 发 布
11 月 22 日 0- 24 时 ，我市新增 9 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
者，其中雁江区 4 例（1 例在重点人员筛查中发现
例在重点人员筛查中发现，
，3 例在隔离
管控的密接中发现）
管控的密接中发现
），乐至县 5 例（在隔离管控的密接中发
现）。目前已转送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目前已转送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
市 、县（区）相关部门正按疫情防控要求有序开展工作
相关部门正按疫情防控要求有序开展工作，
，
请广大市民朋友积极支持配合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请广大市民朋友积极支持配合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所有市外
来（返）资人员
资人员，
，提前 2 天向目的地所在村（社区
社区）
）报备
报备，
，来（返）
资后立即开展落地核酸检测，
资后立即开展落地核酸检测
，自觉做好个人防护
自觉做好个人防护，
，严格遵守
防控措施，
防控措施
，
不信谣、
不信谣
、
不传谣、
不传谣
、
不造谣。
不造谣
。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值班电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26755783 26600171（夜间）
出现可疑症状，
包括发热、
乏力、
干咳等，
在村（社
特别提醒：
区）公卫人员指导下就医，
不得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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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
镇胜丰村菱珑湾是典型的江南水
乡村落，
邻水而建，
白墙黛瓦。近
年来，当地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和
秀洲农民画、水乡造船技艺等为
代表的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积极打造水乡特色文旅 IP，成为
当地乡村文旅发展的典范。胜丰
村先后被评为浙江省 3A 级景区
村庄、浙江省首批“艺术乡建”示
范村，当地将非遗传承融入乡村
旅游发展中，推动乡村文化繁荣
和百姓共同富裕。图为胜丰村菱
珑湾的墙上挂着农民画（11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