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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将于4日晚
上演，在浪漫、唯美、富有诗意的冬奥会开幕
式之后，冬残奥会将呈现一场怎样的开幕式？
近日，冬残奥会开幕式导演沈晨在接受采访
时进行了介绍。

据悉，本次开幕式的名称与核心内容为
《生命的绽放》，通过质朴的情感、简约的编
排，表达“自强不息、突破自我、残健融合”的
理念，展现残疾人生命绽放的动人时刻。参演
人员中有 30％是残疾人、70％是健全人，将
以残疾人表演者为主要角色。

与冬奥会开闭幕式一样，冬残奥会开闭
幕式也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进行。沈晨说：

“冬奥会开幕式讲述了冰雪故事，闭幕式是蔚
蓝色浪漫和红色的激情碰撞，在冬残奥会开幕
式中，我们将用大家能够看到的所有颜色来融

化和兼并。”
他表示，冬奥会开闭幕式更多传达的是

一种中国式浪漫的人文特色，比如折柳送别
等。而冬残奥会开幕式则从创意阶段开始，就
明确要讲述残疾人自己的故事。

与此同时，中国元素在冬残奥会开幕式中
也必不可少。其中，象征团结、友谊、共融的“同
心圆”概念将贯穿始终。沈晨介绍说，开幕式倒
计时、国际残奥委会标志展示、文艺表演以及
点火瞬间等等，都将有“同心圆”出现。“之所以
是‘同心圆’，就是让大家不断聚焦、不断感受那
份团结、友谊以及打破壁垒后的共融。”

此外，沈晨还透露，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
融”也将在开幕式上闪亮登场，在运动员入场
时带领大家欢迎远道而来的残疾人运动员。

（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展现残疾人生命绽放的动人时刻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剧透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3日，中国体
育代表团宣布，郭雨洁、汪之栋将担任北京
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女运动员郭
雨洁，2004年3月出生，来自河北，曾获得
2021年芬兰欧洲杯冬季两项女子站姿组短
距离第三名，在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
届特奥会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比赛获得3金
3银。本届冬残奥会她将参加冬季两项女子
站姿组6公里、10公里、12.5公里，以及越野
滑雪女子站姿组短距离项目的比赛。

残奥冰球项目男运动员汪之栋，2000
年7月出生，山东籍，作为主力队员参加了
2018年残奥冰球世锦赛C组、2021年残奥
冰球世锦赛B组的比赛，为国家队做出突
出贡献，并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得最佳
球员称号。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将于3月4日举
行。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
为217人，其中运动员96人，将参加冰壶、
冰球、高山滑雪、单板滑雪、越野滑雪和冬
季两项全部6个大项、73个小项的角逐。

郭雨洁、汪之栋担任开幕式旗手

“北京冬残奥会要开幕了，我就剪一套冬
残奥会标识和吉祥物表示祝贺，为参会运动
员加油。”3日上午，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乌拉黄氏满族民俗剪纸”传承人李侠向人们
展示了她最新的剪纸作品“冬残奥运动标识”
和吉祥物雪容融。

李侠创作的这套作品，中间部分由北京
冬残奥会会徽图形、文字标志、国际残奥委会
标志3个部分组成。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会
徽主体形似汉字“飞”，李侠经过反复设计，创
作出了在标识两侧加入中国运动员参加冬残
奥会6个比赛项目的剪纸，这6个项目是高山
滑雪、单板滑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残奥冰
球、轮椅冰壶。为了整体效果，6大项目里不
仅有运动图案还有汉字呈现，每动一下剪刀
都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剪断。“运动员

训练那么辛苦都能坚持，剪纸遇到困难我不
仅要坚持，还要精益求精。”李侠说。

作为非遗传承人，李侠积极参与省、市残
联组织的各种剪纸培训班，向残疾学员传授

“乌拉黄氏满族民俗剪纸”技巧，她已经培训
了一百多名残疾人，学员中有人在全国大赛
上获奖，也有人在掌握剪纸技能后自己开班
授课了。

记者看到，在李侠展示的作品中有一张
半成品，李侠说，这是预留的“中国金牌榜”位
置，等到最后一项比赛结束，她会在左右空位
处剪出中国获得金牌的项目名称。

“我想用剪纸作品致敬所有参赛选手，他
们身上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让人佩服，
无论他们最终是否获得奖牌，我都为他们感
到骄傲。”李侠说。

省非遗传承人李侠
巧剪雪容融迎残奥

本报记者 于 慧

1日晚，58集电视剧《人世间》上演大结
局。剧中出现了诸多长春元素，其中周楠留
学的学校环境之美令人赞叹，这个被观众称
为“唯美校园”的场景，正是长春建筑学院奢
岭校区。近日，记者走进该校，探访剧中多视
角外景。

在《人世间》第42集、43集中，周楠远赴
美国留学，在给家人写信时描述了求学生活
的美好，当时他所处的场景，正是始建于
2003年的长春建筑学院图书馆。虽然剧中仅
展现出该图书馆一隅，但已令守在电视前等
候校园出镜的长春建筑学院师生们感到惊
喜。“大家一眼就认出这是在我们校园取的
景。”长春建筑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玫
如是说。

图书馆已经令人惊艳，而第 43 集中周
楠在校园里骑着自行车、往邮筒里投递信件
的画面，则更深刻地定格在观众的脑海中。
这一场景正是在长春建筑学院正门内的喷
泉广场旁拍摄的，剧中的邮筒就坐落在该校
区行政楼旁的绿化带内。

如果说这些画面是“以景取胜”，那么在
《人世间》第49集、50集中出现的画面则是
“以情胜景”，因为在这两集中，曲秀珍、金月
姬相继离世。周秉昆与马守常最后相见的房
间，以及周秉义与郝冬梅追思母亲的场景，
均是在该院行政楼六楼会见厅拍摄的。而周
秉昆与马守常告别后走出的大楼，则是长春
建筑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教学楼，这栋楼也曾

经出现在周楠准备赶往机场、踏上轿车的

那一幕。
长春建筑学院奢岭校区缘何成为《人世

间》重要取景地？王玫告诉记者，当初校园规
划设计时，学校秉持拓宽师生国际化视野、
建设一座“新古典式建筑博物馆”的总体设
计理念。建设之初，学校董事长带领专业团

队赴世界各地的知名大学调研，校园内实现
了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古罗马式、
地中海式建筑与现代建筑交相辉映的中西
合璧之美。“气势恢宏的建筑群落，既体现了
建筑类院校的特殊美感，又为城市注入了建
筑文化内涵。”王玫说。

《《人世间人世间》》中的中的““唯美校园唯美校园””原来是这儿原来是这儿

长春建筑学院国际化长春建筑学院国际化““视野视野””好好美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毕馨月毕馨月

让现实生活中的演奏
团队在影视剧中干起老本
行，这是电视剧《人世间》
的亮点之一。该剧不仅在
前期剧情中将长影旧址博
物馆变身为人民电影院，
长影乐团的多位演奏员也
参与了电视剧拍摄，他们
究竟是在什么场景下“露
脸”的？2日，记者走进了长
影乐团。

去年，《人世间》剧组
在我市拍摄正酣，剧中需
要一支爵士乐队出镜，任
务交给了长影乐团。接到
剧组邀请后，长影乐团第
一时间协调人员组成小型
爵士乐队。正式拍摄是在
去年6月初，在拍摄现场，
演奏员们经过化妆造型
后，立马呈现出了导演心
目中的爵士乐队模样。而
这支乐队的表演就出现在
第24集，就是周秉义为江
辽的发展远赴深圳，与骆
士宾、姚立松在舞厅里商
讨合作事宜那场戏中。

参加演出的党铮和于
涵都是长影乐团骨干成
员，在这次拍摄中，两人分
别演奏萨克斯和爵士鼓。
党铮说，“我们把平时积累
的演出经验和对爵士音乐
的理解带入到拍摄情境
中。”于涵说，“我是第一次
拍电视剧，拍摄时特别投
入，也算是圆满完成了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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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3月3日电 为进一步加强国家队
教练员队伍建设，中国羽毛球协会日前在成都双流训
练基地举行了巴黎奥运周期国家队、国家集训队主管
教练员公开竞聘会。

根据中国羽协在官网的公示，竞聘岗位是国家羽
毛球队4个单项组主管教练（女双主管教练一职已聘
请韩国教练姜京珍，所以不再公开竞聘）和国家羽毛
球集训队5个单项的主管教练。因报名国家集训队混
双教练的人选未能达到标准，因此最终竞聘岗位为8
个，共有10人进入公开竞聘环节。其中，杨明、罗
毅刚、陈郁、乔斌、黄展忠、陈其遒竞聘国家队教
练，潘莉等竞聘国家集训队教练。

中国羽协组成了由主席张军、副主席夏煊泽、副
主席兼秘书长王伟牵头的考评小组。3 月 1 日和 2
日，10名教练从自身优势、对竞聘岗位的认知、执
教理念、目标以及实现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陈述，并接
受考评小组的现场提问。考评小组从德、廉、能、
绩、勤、演讲综合表现等方面打分，最终结果将在所
有程序完成后公布。

张军认为，每名教练围绕巴黎奥运周期确定的目
标与实施方案都比较清晰，但重中之重是落实。他
说：“今年我们要面对亚运会、汤尤杯、世锦赛的考
验，同样，这也是对教练员们的一次考核。”

中国羽协公开竞聘教练员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CBA 官方 3 日公布了
2022年CBA全明星赛首发球员阵容，易建联、郭艾伦
分别当选南北区票王。

南区首发阵容为：易建联、周鹏、胡金秋、赵睿和胡
明轩，易建联以837539票荣登南区票王。

北区首发阵容为：韩德君、张镇麟、阿不都沙拉木、
郭艾伦和赵继伟，郭艾伦以698310票当选北区票王。

据官方消息，2022CBA全明星周末将于3月25日
至27日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
艺中心举行。

CBA全明星首发阵容出炉
易建联郭艾伦分别当选南北区票王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3月2日电 巴西帕尔梅拉
斯足球俱乐部2日晚在南美超级杯决赛第二回合比赛
中，主场 2：0 战胜同样来自巴西的巴拉纳竞技队，
由于两队在第一回合比赛中2：2踢平，帕尔梅拉斯
最终以4：2捧得南美超级杯。

主场作战的帕尔梅拉斯在上半场就完全占据主
动，但未能将优势转为胜势，面对防守严密的巴拉纳
竞技队，他们只能在对方禁区前不停倒脚，却找不到
空隙。

下半场主教练将队员稍做调整，并且加快了速
度，果然在仅5分钟后就收到效果，泽·拉斐尔首先
破门；虽然对方的反击也给维福顿守卫的大门造成过
威胁，但在比赛结束前达尼洛将比分改写为 2：0，
锁定了胜局。

帕尔梅拉斯队是2021南美解放者杯冠军，而巴
拉纳竞技队是去年南美杯的冠军。

巴西帕尔梅拉斯队
获南美超级杯冠军

新华社堪培拉3月3日电 2022年女篮世界杯抽
签分组仪式3日晚在悉尼举行，中国女篮与比利时、
卫冕冠军美国等队分在A组。

当晚，澳大利亚女篮传奇球星劳伦·杰克逊与米
歇尔·蒂姆斯参加了仪式。12支参赛球队通过抽签
分为两组，中国、比利时、波黑、韩国、美国队以及
一支待定球队分在A组。B组有法国、塞尔维亚、日
本、尼日利亚、加拿大、澳大利亚队。

根据赛程安排，小组赛打完后每组的前四名晋级
八强，进行淘汰赛阶段的争夺。

在上月举行的女篮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女篮以
3战全胜的成绩晋级。4年前的西班牙世界杯上，中
国队获得第六名。

2022 年女篮世界杯将于 9 月 22 日至 10 月 1 日在
悉尼举行。这将是澳大利亚继 1994 年 （女篮世锦
赛）后第二次举办该项赛事。

澳大利亚女篮世界杯抽签揭晓

中国队与美国等队同组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已经过去近1个月时
间，在开幕式上曾代表教练员宣誓的长春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教练员季晓鸥提起当时的情
景仍然难掩激动，“在开幕式上宣誓是我人生
中莫大的荣耀。”季晓鸥在冬奥会还有另一个
角色——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队领队，她的
得意门生毕野成为我国首个出现在冬奥会赛
场上的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男运动员。

“半路出家”
退役后转行做单板滑雪教练

北京冬奥会上，长春运动员齐广璞在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中夺冠，完成
了个人夙愿，也让长春这座城市有了冬奥会

“冰雪双金”的荣耀。其实，季晓鸥也是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只是在退役后转行做
了单板滑雪的教练。“我10岁开始进行滑雪
训练，3年后转项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次年
就拿到了全国冠军，并在1998年国际雪联世
界杯分站赛上成为我国第一个突破200分的

女运动员。退役后，我有幸成为我国第一批单
板滑雪教练员。”季晓鸥说。

差距缩减
单板滑雪正在与国际接轨

据季晓鸥介绍，“我国单板滑雪平行大回
转项目源起于2007年，起步虽晚但进步很快，
通过近些年的发展，无论是场地标准还是训练
水平，我们都正在与国际接轨，差距也在逐步
缩减，我国运动员终将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目
前，国内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运动员还是较多
的，一场全国比赛就有120多人报名。”

克服困难
努力打造我市优势项目

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是长春优势项目，
在全国有着较高地位，毕野、张宣等人只要参
加国内比赛几乎都能摘金夺银，这和长春市
体育局、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多年来的
坚持是分不开的。

“我市没有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项目训练
场地，因此运动员要前往其他省市训练、比赛，
我们的训练条件非常艰苦，经常早上5点就打
着手电筒上山，零下30多摄氏度也照常训练。

作为教练员我一直跟队员们说，只有吃得苦中
苦，才能取得好成绩。”季晓鸥告诉记者。

“我1987年就来到长春，时至今日，我已
经把长春当作第二故乡。”出生于白山市的季
晓鸥坦言，“正是这几年长春市体育局和长春
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悉心培养，才让我所
带的运动员先是在全国冬运会上屡创佳绩，
并参加了北京冬奥会。”

对于接下来最想做的事，季晓鸥说，“解
除隔离后我先好好陪陪女儿。此外，我要重新
梳理下一个周期备战方向，制定好训练计划，
希望我的弟子在下届冬奥会上再进一步，完
成自我突破！”

“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起步晚进步快

季晓鸥：我们终将登上冬奥领奖台
本报记者 李木子

在《人世间》中多次出现不同视角的长春建筑学院奢岭校区。 （视频截图）

李侠正在进行剪纸创作。 于慧 摄

3日，广东东莞大益队球员易建联（右）在比赛
中带球突破。当日，新疆伊力王酒队以109比107战
胜广东东莞大益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