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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

王霜回归，前中国女足队长吴海燕等加盟

江大女足豪华阵容征战 2018

2018·平昌

13日单板滑雪短道速滑两项决战

中国军团
首枚奖牌有望产生

记者俞国伟

记者高崇成

日， 随着
“ 女梅西 ” 王霜回
归 ， 前中国女足队
长吴海燕 、王莹 、朱
钰等国脚加盟 ， 作
为升班马的武汉江
大女足 ， 为新赛季
征战打造出豪华阵
容 ， 目标剑指女超
前四 。
12

朱钰、吴海燕、王莹、王霜（从左至右）加盟江大女足

武汉姑娘王霜回归
去年中甲赛季，以青年军为主的江大女足强势
崛起，以 11 胜 2 平 1 负的战绩，提前一轮锁定冲超
名额，实现武汉女足历史上首次晋级顶级联赛。 新
的赛季，江大女足将面临更大考验。 球队用人之际，
武汉国脚王霜主动回到家乡效力。
拥有“女梅西”称号的王霜，曾代表中国女足征

范可新在比赛中

记者俞国伟 摄

战过世界杯与奥运会，目前已是中国女足绝对的核
心，中国队冰岛籍主教练埃约尔松盛赞她是“少数
可以改变比赛的球员”。 由于武汉之前没有女超队
伍， 王霜近两年被租到其他女超队伍中去锻炼，去
年代表大连队夺得了女超联赛的冠军。
这次回归家乡效力，重新披上江大女足 9 号球

衣， 王霜感觉很开心，“现在武汉有了女超球队，能
够代表家乡的球队踢球，再也不用在外漂泊，内心
也有了更大的动力”。
今年 23 岁的王霜， 已经历各种大场面磨炼，其
前场攻击能力已是世界级水平。 江大俱乐部总经理
易敏认为，王霜的回归将使球队有了扛大旗的人物。

昨日与王霜一起和江大女足会合的，还有她的
三位中国女足队友。 司职后卫的吴海燕，2011 年就
入选中国女足，先后参加过亚洲杯、世界杯、奥运
会。 去年代表山东队征战女超，有着丰富的比赛经
验， 对于稳固江大女足后防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作为中国女足队长，吴海燕表示，首次来到江大
女足并不陌生，这里有许多国家队队友，相信能够
迅速融入新的团队。

守门员朱钰与后卫王莹， 均为 1997 年出生的
新生代国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加入武汉
新团队，两人均表示将全力以赴帮助球队实现赛季
目标。
加上球队原有的姚伟、刘艳秋、吕悦云等三位
国脚， 以及前不久新引进的巴西国脚前锋比安卡，
江大女足三条线各位置都有国脚级球员压阵，堪称
阵容豪华。 不过，江大俱乐部总经理易敏仍非常低

调，他表示，球队新赛季目标首先是站稳脚跟保级，
在此基础上冲击前 6。
女超联赛共有 8 支队伍参赛， 将从今年 4 月
28 日起，通过双循环的较量，以排定各自的位次，
按规则，排在后两名的球队将降入甲级(今年暂时
调整为 1 个)。 相比之下，队员们则心气更高，王霜
直言，这么多国脚队员加盟，我们的整体实力已具
备了冲击前四。

开赛 3日表现不算
很意外

狗年央视春晚有“新意”

新面孔超三分之一 少林武当同台竞武

记者耿愿

春节一天天临近。 11 日，狗年央视春晚进行了第
四次联排。 据央视春晚官方微博透露， 今年春晚力求
推新人、出新意，除了全新组合的主持人阵容，首次登
上春晚舞台的演员、歌手、舞蹈家等将超过 50 人，占演
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在节目题材、 形式与技术手段
上，敢于尝试、大胆创新的也不在少数。

歌舞类大咖齐聚

今年的歌舞类汇聚了多位重磅明星。 其中观众期
待度最高的， 无疑是时隔二十年再度携手登上春晚舞
台的王菲和那英。 今年，两人将带来新歌《岁月》，据看
过联排的观众表示，《岁月》的歌词优美、旋律动人，是
一开口就能打动人的歌曲。
“80 后的青春”周杰伦，将在时隔 7 年后第五次登
上春晚舞台。 每次都要弄出点新花样的他今年也不例
外，将与同样来自宝岛台湾的魔术师蔡威泽合作，带来
魔术与歌曲《告白气球》。 功夫硬汉成龙、吴京领唱的
《中国》大气磅礴，展现家国情怀。 同为演员，王凯和杨
洋“跨界”合作的歌曲《我的春晚我的年》，走的则是温
情风，诉说小家和大家的温馨故事。 黄渤、张艺兴、陈
伟霆这个“混搭组合”，不仅会带来歌曲《最好的舞台》，
还要大跳复古迪斯科。 李易峰、江疏影、景甜三人将演
唱反映青年人正能量风貌的歌曲《赞赞新时代》。 已连
续三年登上春晚舞台的 TFBOYS 又长大了一岁，他们
表演的歌曲《我和 2035 有个约》青春洋溢，不再是以往
的卡通风格。
此外，在开场歌舞《万紫千红中国年》中，除了凤凰
传奇、容祖儿、沙溢、胡可、佟丽娅、陈晓，大家还可以看

到首次登上春晚舞台的仔仔周渝民。
值得一提的是， 往年歌舞类的大牌艺人通常只出
现在最后一两次彩排中，但今年从第一场彩排开始，就
几乎是全员到场，包括王菲、那英、周杰伦等都早早加
入彩排阵营。 更多演员则是在联排前就已积极进台沟
通、彩排。

语言类节目题材丰富

去年文化类节目火爆荧屏， 仅央视就出了好几档
“爆款”，这一新风向，紧追热点的春晚语言类节目自然
要捕捉到位。 据了解，每年都“想死你们了”的冯巩，将
和贾旭明、曹随风、侯林林一起带来相声《我爱诗词》。
据称这将是一档“相声版的《中国诗词大会》”，还要上
演节目中的经典环节
“飞花令”。
蔡明与潘长江今年继续搭档， 和贾冰一起带来聚
焦老人心理问题的全新小品《开心驾校》。 不过这次二
人的定位不再是“毒舌老太太”和“受气小老头”，竟然
秀起了恩爱。
秦海璐和孙涛将合作讽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
小品《提意见》。 集齐杨少华、李明启、王丽云、李琦、李
成儒、戴春荣、杨紫、白凯南等老中青三代演员的小品
《为您服务》，则将家长里短、邻里乡亲搬上了春晚，上
演普通老百姓的人生百态。

还有这些不容错过

新环节：
“国家宝藏”回归
今年，中华传统文化将在春晚舞台大放异彩。除了

春节去革博看老报纸展
180份老报纸再现百年中国大事
报纸见证历史的发展变迁。 为重温党的光辉
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昨天，在武汉革命博物
馆，“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集报展”正式拉开序幕。 现场展出了不少具有历
史意义的报纸， 近百年来中国各种大事件都呈现
在这些报纸里。
提供这些藏品的是十堰市的集报达人、郧阳培
长报纸博物馆馆长程培长。 郧阳培长报纸博物馆是
我省第一家正式对外开放的民办报纸博物馆。
展览分为《浴血奋战换新天》、《曲折前行展宏
图》、《改革开放铸辉煌》、《不忘初心再出发》 四个
部分，共展出创刊号、号外、特刊等各类老报纸 180
份， 内容包括党的早期报刊和报道党的七大到十
九大的报纸， 还有解放战争中的部分城市解放以
及报道新中国取得辉煌成就的报纸等。 种类有《解
放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北日报》、
《长江日报》 等全国知名度与影响力较高的报纸。

诗词文化被带进了相声节目， 大热文化节目 《国家宝
藏》也被搬上了春晚舞台，作为“特别环节”亮相，带领
全国观众见证“国宝”《丝路山水地图》的回归。
据了解，《丝路山水地图》是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后期
的皇家青绿山水手卷， 大约在上世纪 30 年代从中国流
散到日本， 收藏于京都私家博物馆——
—藤井有邻馆，直
至 2002 年才由私人收藏家购得，回到国内，并于去年底
入藏故宫。与此前引起轰动的《千里江山图》一样，《丝路
山水地图》同样是一幅青绿山水手卷。 它的回归将有助
于我国更深入地研究历史上的“
丝绸之路”， 并为未来
“
一带一路”的研究提供难能可贵的参考与借鉴。

新混搭：少林＋武当 体育＋舞蹈
今年春晚的歌舞、魔杂、武术类节目，也在创新上
铆足了劲。 除了周杰伦与蔡威泽的节目融合歌曲与魔
术，观众还将看到体育与舞蹈的混搭，少林功夫与武当
太极的同台。
在唯一的武术节目《双雄会》中，少林、武当两大武
林巨擘的功夫，将首度同台亮相。该节目由来自河南少
林塔沟武校的 58 名学员，与少林武僧团 30 位学员、郑
州大学体育学院的 5 位全国武术冠军， 以及来自湖北
的武当传人清风子共同演绎。
由胡适领舞，南京体育学院、吉林市歌舞团、三亚
市歌舞剧院等共同带来的体育与舞蹈 《波涛之上》，则
是春晚首次将体育运动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编排。届时，
演员们将上演一连串惊险刺激的高难度动作， 同时让
观众领略到由 140 名男性舞蹈演员带来的充满力量的
舞蹈魅力。

关于春节期间参保人员就医有关问题的

这些报纸反映了各届党中央在不同时期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取得的光辉成就。
展出报纸中最早的一份是 1920 年 1 月 10 日
出版的《共产党》，上面介绍了共产党的性质和作
用。 较近的有各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湖
北日报》、《十堰日报》等，时间跨度近百年。 报道重
大事件涉及抗战胜利、开国大典、北京奥运开幕、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召开等。 同时，湖北元素占一
定比例，如 1949 年 5 月 18 日《北平解放报》刊登
的
“武汉三镇解放”，1955 年 7 月 21 日《人民日报》
报道武汉长江大桥提前开始施工等。
程培长 68 岁，是中国农业银行十堰分行的退
休干部，现任十堰市集报协会会长。 他从 1981 年
开始收藏报纸，共收集有 3000 多种 11 万份。
这场由武汉革命博物馆、十堰市文物局、郧阳
培长报纸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老报纸展览将持续到
4 月 12 日，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去参观。

文 / 张帆

通告

为保证春节期间我市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正常就医，现
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参保人员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因信息系统故障、 社会
保障卡故障、待遇资格问题等原因不能正常就医结算的，应
向就诊医疗机构医保办或值班人员反映， 由就诊医疗机构
协调应急处理。 就诊医疗机构未能处理的，请向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相关部门反映，具体联系方式为：市人力资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信 息 中 心 85764205、 市 医 疗 保 险 中 心
59598666。
特此公告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 2月 13日

国队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 刘佳
宇、蔡雪桐都有冲击奖牌的实力。
刘佳宇曾在温哥华冬奥会上获得
第四名， 在去年的世界杯赛崇礼
站获得冠军， 这也是她时隔 4 年
后再次获得世界杯冠军。 崇礼的
场地与平昌相似， 刘佳宇也渴望
实现冬奥奖牌梦。 蔡雪桐是索契
冬奥会第六名， 动作风格比较受
欢迎。
这个项目的决赛将于 13 日
上午 9 时开始。从预赛来看，刘佳
宇的优势在于其惊人的空中飞行
高度， 她的第一跳正是凭借这一
点征服裁判获得了 87.75 分。 排
名第六的蔡雪桐两跳都有所保
留，决赛中若能跳出更高水平，完
全可以获得更好名次。不过，中国
双姝若希望抢到金牌， 必须跨越
美国天才少女克洛伊·金这道关
卡。 预赛中，夺冠大热门克洛伊·
金 的 两 跳 分 别 得 到 了 91.50 和
95.50 的超高分。

平昌冬奥会已经激战 3 日，
中国队尚无一个项目进入前三
名，尤其是在短道速滑男子 1500
米比赛以及冰壶混双这两项比赛
中， 中国队的表现与人们的期望
值有较大差距。当然，中国军团在
各项目中都不具备绝对实力，目
前的表现虽有意外，但还属正常。
13 日的短道速滑女子 500 米和
女子单板滑雪 U 型池决赛，中国
选手有望夺得他们在本届冬奥会
上的第一块奖牌甚至是金牌。

阵容豪华出征女超

新华社发

10 日是本届冬奥会开幕后
的首个比赛日， 当天中国队所参
加的比赛项目中， 武大靖、 韩天
宇、 许宏志 3 名选手出战的短道
速滑男子 1500 米比赛较受关注，
其中的韩天宇还是上届冬奥会这
个项目的亚军。 尽管他们 3 人都
进入了半决赛， 但因为队友间发
生碰撞， 最终中国队无一人获得
决赛资格。
冰 壶 混 双 比 赛 ，2016 年 和
2017 年连续站上世锦赛领奖台
的巴德鑫 / 王芮无缘四强之后，
他们伤心的泪水看哭了不少体育
迷。不过，这样的结果也不算很意
外，奥运会毕竟与世锦赛不一样，
由于中国男队未取得参赛资格，
女队夺牌希望不大， 冰壶项目夺
牌的希望都在巴德鑫 / 王芮身
上，导致他们压力很大，表现起伏
不定， 有 3 场比赛出现单局丢掉
4 分的现象， 没比出拿奥运奖牌
的水准。
除短道速滑男子 1500 米和
冰壶混双项目外， 中国队在其他
项目上都表现正常。 近两年状态
不佳的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在
女子 3000 米接力预赛中打破了
奥运纪录，以小组头名进入 A 组
决赛。女子 500 米项目预赛中，中
国队出战的 3 名选手也全部进入
了下一阶段比赛。

范可新争夺短道速
滑女子 500米五连冠
近些年来， 短道速滑女子
500 米项目一直是中国冬季运动
的王牌项目。 2002 年盐湖城冬奥
会上， 杨扬首次为中国队夺得这
项冠军。随后，中国名将王濛连续
在 2006 年都灵冬奥会和 2010 年
温哥华冬奥会上夺得这块金牌，
2014 年的索契冬奥会上，李坚柔
帮助中国队在这个项目拿到了四
连冠。本届冬奥会上，中国队希望
能实现五连冠。
短道速滑女子 500 米预赛已
于 10 日晚进行， 中国队参赛的 3
位选手曲春雨、范可新和韩雨桐均
从各自所在小组如愿晋级 1/4 决
赛。 其中，2015 年至 2017 年连续
在世锦赛上获得这项冠军的范可
新，轻松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 东
道主韩国队的两大名将沈石溪和
金阿郎则在预赛中被淘汰，但韩国
短道速滑一姐崔敏静不仅顺利出
线，而且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奥运
会纪录，显示出强劲的竞争力。
根据赛程， 短道速滑女子
500 米 1/4 决赛将于 13 日 18 时
开始， 半决赛和决赛则分别将于
19 时 30 分和 20 时 20 分进行，
中国队从预赛中晋级的 3 名选
手， 这两天也为此做了充分的准
备。为了在冬奥会上获得好成绩，
范可新还在去年结束了几站世界
杯比赛后， 修改了自己的起跑动
作， 希望在冬奥会上以更稳定的
出发赢得佳绩。

单板滑雪刘佳宇蔡
雪桐冲击前三
在 12 日下午进行的单板滑
雪女子 U 型池资格赛中，中国队
有 4 名选手参赛， 两名实力派选
手刘佳宇和蔡雪桐分别以 87.75
分、69.00 分排名预赛第二和第六
名，顺利进入这个项目决赛，邱冷
和李爽则因为排名第 16 位和 22
位，没能获得 13 日的决赛资格。
在女子单板滑雪项目上，中

关于江城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
延期施工期间交通管理的通告
因江城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延

通管理措施结束时间延期至 2018 年 6 月

期，江城大道四新南路、四新北路正在实施

30 日止。 原发布《通告》中有关交通管理措

的交通管理措施需相应延长。 为确保施工

施不变。

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该路段施
工期间有关道路交通管理事项通告如下：
一、四新南路、四新北路正在实施的交

二、 本 通 告 自 2018 年 2 月 14 日 起
施行。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2018年 2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