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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甲30人确诊，一队确诊14人

尤文与巴萨的欧冠小组赛焦点大战将在本
月29日打响，也就是说只要C罗届时康复，将不
会缺席与梅西的“世纪之约”。当然所有这一切
都要建立在C罗结束隔离后病毒检测呈阴性，
否则他仍然无法回到赛场。

此前，在AC米兰效力的伊布在9月24日
也感染了新冠肺炎，直到10月10日，他才官宣
自己为阴性，解除了隔离。

不过39岁的伊布前后用了15天时间就正式
宣布痊愈复出，同样作为无症状感染者的C罗，身
体条件都有目共睹，相信他也能够很快的康复。

而在C罗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意甲已有
30名球员新冠检测阳性（不包括已经康复转阴
的球员），热那亚依然是受新冠病毒困扰最严
重的球队，有多达14名球员仍处于阳性状态，
国际米兰也有6名阳性球员，维罗纳、AC米兰
和那不勒斯各有2人，罗马、斯佩齐亚、亚特兰
大和尤文图斯各有1人。

此前因为新冠原因，那不勒斯跟尤文的比
赛就被迫延期，处罚那不勒斯的决定还未出
炉，意甲就接连再次出现感染病例，这也可以
看出意甲防疫水平的糟糕。

按理说，此前意甲联盟针对疫情的防控
向各家俱乐部发布了21条规定，意大利运动
医学协会也向意甲各俱乐部发布疫情防控规
则建议，在意甲赛场内控制住了风险。

但是，各个俱乐部的执行却有着天壤之
别，其中热那亚多达十多人，其防疫措施的
疏漏自然不必说，而感染案例一直不断的
尤文也是典型之一。

在葡萄牙国家队宣布C罗确诊感染
新冠病毒之后4小时，尤文通过官网宣布
U23主教练扎乌里在新冠病毒测试中呈
阳性，而早在3月11日，尤文图斯就宣
布鲁加尼的新冠肺炎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成为了第一个被检测出病情呈

阳性的意甲球员，也是五大联赛首例新冠确诊
病例，随后，马图伊迪、迪巴拉也相继感染新冠，
不过幸运的是他们都相继康复。

球员不重视，检测有漏洞

但即便如此，球员们仍未引起重视，就在几
天前，尤文队内发现2名工作人员感染新冠肺
炎，全队都必须在孔蒂纳萨训练中心进行隔离，
然而，还是有7名球员在未得到防疫部门允许就
离开了球队，其中C罗、迪巴拉、夸德拉多和达
尼洛这4名球员擅自前往国家队报到，据媒体报
道，他们都会因为卫生防疫条例而将面临罚款
处罚，但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C罗确诊。

现在意甲球队新冠检测每周都要做几次，
尤其是比赛前48小时肯定会安排，检测呈阳性
的人会被隔离14天，之后必须连续两次检测为
阴性，才能获准返回球队。与确认感染者密切
接触的其他球员需要每24小时做一次检测，连
做14天，而且这些球员按照规定在一个地点集
中居住，这样他们才被允许出场比赛。

但以上规定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比如那不
勒斯与尤文图斯比赛时的情况，当去客场比赛
需要坐飞机时，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

《都灵报》就认为，意甲的赛事检测规则是五
大联赛里面最差的，每次都是比赛之前才检测一
次，而其他联赛的检测频率要高很多，这也是意甲
人数突然增多而其他联赛没出事的原因。

而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已经在呼吁，意甲防
疫水平太糟糕，如果无法给出合适的防疫方案，
建议停摆。

如果意甲不停摆，相关人士也建议，可以效
仿NBA、中超的赛制，将球队集结到一个赛区
进行，球员只能在比赛的时候外出，然后每四天
进行一次病毒检测，不过广大球员似乎很反感
这个方案。

但如果意甲的疫情还不能得到控制，“停
摆”或许就是唯一归宿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C罗染新冠
是中了规则的毒？

意甲30人感染成重灾区；球员轻视，检测规则有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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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
让世界震惊：C罗感染
新冠，而在C罗确认感
染新冠病毒之后，尤文
图斯通过官网宣布
U23青年队主帅扎乌
里在新冠病毒测试里
呈阳性，全队已经接受
隔离。

这一连串的消息
对于葡萄牙队、意甲联
赛、欧洲足坛乃至世界
足坛来说都是一个沉
重的打击，这也告诉广
大球迷一个残酷的现
实：如今的欧洲地区，
新冠肺炎第二波浪潮
已经到来，这也给了意
甲一个警钟：作为目前
五大联赛受新冠疫情
影响最大的联赛，有停
摆的风险。

70多年前的重庆，大量文化名人云集，
著名诗人柳亚子和书画艺术大家尹瘦石就
位列其中。75年后，当年在重庆诞生的那
些艺术精品来了一次故地重游——昨日下
午，翰墨丹心——尹瘦石百年诞辰回顾展
（重庆站）在重庆美术馆正式开幕。

本次展览一共展出了尹瘦石先生不同
时期的中国画、书法精品及文献资料60余
件（套）。“这些作品是尹瘦石先生长期深入
生活、努力探索和创作的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的精品力作。不论是造型、笔墨，还是线
条、气息，都是尹先生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
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用现代人的情感和
认识重新阐释传统，形成了个人完整的文
化体系和创作脉络。”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重庆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邓建强在本
次回顾展的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尤为重要
的是，此次展览的重庆站，带领大家回顾了
尹瘦石先生在重庆的激情创作与抗战斗争
的艰苦岁月，通过作品和文献，彰显了尹先
生的家国情怀、时代理想。他同时也希望
山城艺术家通过欣赏、学习尹瘦石先生的
创作历程和学术理念，在创作思路和理念
方面能获得灵感与启发，

1919年1月12日，尹瘦石生于江苏宜
兴周铁桥。他曾任中国美协内蒙古分会主
席、北京画院副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等。
作为著名书画艺术家，其作品深得郭沬若、
徐悲鸿等文化巨擘的赞赏。尹瘦石和重庆
的缘分要追溯到1944年，当时他从桂林辗
转来到重庆后，在沙坪坝津南村（现重庆南
开中学内）见到了同为江苏宜兴人的柳亚
子先生。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了忘年交。
瘦石先生在桂林创作了大量历史人物画，
亚子先生观画后题写了许多豪迈诗句，以

激励国人的抗战精神。
由此可见，翰墨丹心——尹瘦石百年

诞辰回顾展继北京、宜兴、南京、内蒙古之
后来到重庆，是回到了瘦石先生曾工作过
的地方，所以尤其重要、意义非凡。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展览既有尹瘦
石先生早年创作的历史人物画，如1973
年创作的《鲁迅》、1987年创作的《亚子先
生行吟图》等；也有多幅个人风格鲜明的
草原奔马和反映内蒙古草原牧民生活的
画报。像《万马奔腾》《漠南春色》等作
品，均通过水墨把蒙古马的神韵展现得
淋漓尽致。

“父亲是1944年冬天从桂林来到重庆
的，没多久抗战就胜利了。我记得他跟我
说过，胜利消息传来时自己真的是喜极而
泣，为了表达心情就把在这里画的画，（亚
子先生）写的诗放到一起办了‘柳诗尹画联
展’。”在展览现场，尹瘦石先生之子、中国
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尹汉胤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从中可以看出他们这一代人
当时对抗战是有必胜信念的。

尹汉胤说：“当年那么艰苦，他们都没
有丢失民族胜利的信念，坚持用艺术激发
国人的爱国之情、抗战到底的精神。这在
今天也是很有意义的。”在尹汉胤看来，本
次回顾展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我们
新的一代知道我们的祖辈是在怎样的环境
下走过来的，今天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
精神来报效国家。”

本次翰墨丹心——尹瘦石百年诞辰回
顾展（重庆站）将一直持续到10月25日。
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往重庆美术馆2楼2、3、
4号展厅免费观展。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一次时隔75年的故地重游
尹瘦石百年诞辰回顾展在重庆美术馆开幕

尹瘦石先生之子、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尹汉胤在开幕式上致辞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在第 7 个“国家扶贫
日”来临之际，

由电影频道联合中国体育彩票推出的脱贫攻坚
主题公益纪实节目《温暖有光放映队》温情谢幕。

从8月8日至10月10日，观众在十站的放映之旅
中，跟随镜头寻找脱贫路上的真人物、真故事、真幸
福，在奔向全面小康的路上，见证当地老百姓的美好
生活。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节目中，中国体育彩票以独家
公益合作伙伴的身份，为十站光影之旅一路保驾护
航。每一站都展现着“支教扶贫、赛事扶贫、设施扶
贫、健身扶贫”等各个方面的体育扶贫成果，也体现出
中国体育彩票在全面迈向小康进程中的责任与担当。

十站光影之旅 追寻幸福之美
跋山涉水，风雨无阻，送电影下乡，送体育下乡……7月

29日，节目开播仪式在众多文体界嘉宾及媒体见证下顺利
举行。由电影人林永健、王宝强、郭晓东、白客、大鹏、钟楚
曦等组成的“温暖有光放映队”，在十站光影之旅中，将体育
与文化的魅力深度融合，为祖国大地的美丽乡村送去快乐
与美好，带领观众领略脱贫路上的一幕幕温暖与感动。

随着光影流转，放映队们先后前往云南腾冲、四川峨
边、河北阜平、宁夏银川、贵州榕江、河南信阳、浙江安吉、湖
北荆州、福建漳州、山西繁峙县、代县。

在云南腾冲，我们看到了由体彩公益金支持的“七彩云
南全民健身工程”为群众送去健康生活；在四川峨边的一所
所学校里，“公益体彩 扶贫支教”活动为山区的孩子们打开
了体育世界的大门；在河北阜平，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
京津冀户外运动挑战赛为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提供了积极
助力；在宁夏的生态移民村原隆村，体彩公益金助力的一项
项赛事活动为原本陌生的乡亲们搭建起相识相知的桥梁；
在贵州榕江，体彩公益金为体操娃娃们“飞出大山”的梦想
添上翅膀……

听着红色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放映队来到位
于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巧遇一场正在进行的“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捐赠活动。放眼望去，在脱贫攻坚的号角下，这
里已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河南新县的超长健身步道，总
长度305.7km，人均健身场地3.14平方米，位居全省第一。
除此之外，新县有了自己的体育馆，也是河南省第一个“雪
炭工程”体育馆。有了包括篮球场、网球场、门球场、羽毛球
场、健身路径等各种各样的健身场地、设施，乡亲们纷纷走
出家门锻炼起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放映队来到“两山”理念的发
源地浙江安吉余村时，恰逢“两山”理念诞生十五周年。在
这里，盛开的荷塘，整齐的民宅，无不体现着村民们的幸福
生活。在休闲运动的同时，村民们还在进行着地掷球、门球
友谊赛，排舞、羽毛球、乒乓球等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
共享健康和快乐。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近
年来，安吉县乡村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目前已成功创建“浙
江省四提升四覆盖试点县”“浙江省运动休闲基地”等。
2020年安吉县更新健身路径、健身器材，新建体育场地以及
举办乡村体育节等投入300余万元，国民体质监测投入20

余万元。
在湖北荆州公安县，放映队见识了当地的特色产业，了

解了关于分洪区、抗疫等一段段感人故事。节目中，我们看
到了坚守防疫一线的体彩人谭树兵，感受着疫情期间广大
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

疫情无情人有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体彩
人积极行动，主动作为，或志愿服务投身抗疫前线，或践行
公益理念捐赠爱心物资，展现着体彩人的责任与担当。他
们当中还有湖北省体彩中心青年党员罗鹏、贺碧微，湖北鄂
州代销者龙书勋，以及全国各地的体彩志愿者们，在危难
中，体彩人众志成城、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展现体彩大爱。

在福建漳州女排基地，女排精神成了放映队员激烈讨
论的话题。漳州是中国女排的重要训练基地，这里孕育出
荣获世界“五连冠”的中国女排英雄群体，被世界体坛誉为

“冠军摇篮”。而在这背后，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漳州基地建设起了现代化的

训练设施、舒适的公寓楼、先进的医科保障体系，如今已经
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现代化综合训练馆。可以满足中
国女排乃至全国各地运动队来此集训和比赛训练的需求。

最后一站，放映队来到山西繁峙县、代县。曾经贫困的
两县，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对口扶贫工作下，在体彩公益金的
助力下，在多方共同努力支持下，如今早已“摘帽”，百姓们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早在1994年和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分别承担起两个
县的定点扶贫工作，多年来，通过赛事帮扶、教育帮扶、文化
帮扶、产业帮扶等方式，帮助当地百姓“立志、立教、立业”。

据了解，2018-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向两县投入扶贫
资金、物资合计2650万元。自2017年至今，国家体彩中心
先后在两县4所小学开展了12批次支教活动，共有近90人
次参加，支教时间合计300余天。

在节目中，刚刚脱贫摘帽的山西省繁峙县、代县，搭乘
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东风，不断巩固脱贫成果，为乡村振
兴、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引领、功能支撑和助力作用。

无数温暖瞬间 饱含体彩大爱
遍布各处的健身路径、各种各样的体育器械、乡村马拉

松赛道、设施丰富的体育场馆、不断发起的全民健身活动
……在一幕幕温暖与感动中，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中，放映
队走完了十站旅途，我们也随之看到了老百姓在体育扶贫
中实实在在受益的幸福，见证了中国体育彩票在全面小康
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体育扶贫、用心扶贫！在助力扶贫、与爱同行的路上，
体彩从未缺席。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从1994年全国统一发
行以来，在广大购彩者“随手微公益”的支持下，目前体彩已
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5500亿元。这些公益金除了用于大
家熟知的体育事业之外，还用在社会公益事业里，这其中，
就包括扶贫事业。

2007年至2019年，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事业136.75亿元。“十三五”期
间，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该项资金79.4亿元，按照每县2000
万元的补助标准，实现对397个革命老区县的全覆盖。

一心一意谋发展，齐心协力奔小康！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道路上，中国体育彩票将一如既往地秉持“来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传播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公益理念，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贡献体彩力量。

小康路上的体彩力量
《温暖有光放映队》十站光影之旅温情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