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凌晨，西甲联赛第23轮如期上演。武磊效力的西班牙人队在主场迎战巴列卡诺，这也是武磊加盟球队后的主场首秀。
结果，中国前锋不负众望，替补出场的他制造了一粒点球，帮助西班牙人队2:1逆转对手。赛后，无论是西班牙人队的主教练还是
当地媒体都给了武磊极高的赞誉，相信在这种氛围下，武磊距离在西班牙人队的首发位置会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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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旋律与新歌劲曲交相辉映，幽默
包袱与魔术杂技轮番登台。除夕夜，一台
讴歌新时代人民群众幸福感的央视春晚，
成为了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一道文化大菜。

来自央视官方消息，今年的春晚创下了收
视传播新纪录。据统计，除夕当晚，国内有
239家电视频道对央视春晚进行同步转播，
并通过全球218家海外合作方在162个国
家和地区落地播出。

直播期间，海内外收视的观众总规模
达11.73亿人，比去年同时段观众规模提升
约4200万人。数据显示，今年春晚整体美
誉度（网络正向评论比例）达96.98%。与
此同时，由于今年春晚兼顾了青春活力的
传递与经典传承的延续，因此今年的春晚
也备受年轻人追捧。在微博热搜榜上关于
央视春晚的话题不断，网友们纷纷为今年
的央视春晚点赞。

当然，央视春晚在让人愉悦轻松的同
时，也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小品《占

位子》聚焦到子女教育问题，一句“现在在
班里的位置，就决定了将来在社会上的位
置”反映出当前家长的焦虑心态，“把什么
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的
质问直击人心，传递出“孩子的教育不能光
指望学校和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的
观念，发人深省。除此之外，相声《妙言趣
语》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对联趣味表达，

“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的对
韵技巧深入观众心里，让观众感受到了传
统文学的魅力；小品《办公室的故事》聚焦
职场生态，“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
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
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则让大家领悟到
生活与工作之间需要平衡的道理。

本报记者王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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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五，俗称破五，沣河之畔诗意正
好。第二届“桃夭灼灼花神”评选大赛决
赛在诗经里小镇上演，一群身着汉服的
选手们引得现场游客赞叹连连。汉服
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凝结了汉民族
独特的美学特征。为期半个多月的花
神选美，最终十位佳丽入围决选。当
天，这十位汉服小姐姐罗裳加身，与华
服巡游的队伍一起风雅游园，并不时与
观众互动致意，令小镇的游客们体会到
了一场惊艳的观感盛宴。国风台上诗

乐舞表演引游客心醉，而十位汉服小姐
姐带来的才艺展示，更是无比吸睛。现
场 50 名大众评审，纷纷以桃花枝为信，
为自己欣赏的小姐姐投上心仪的一
票。场面难分伯仲，经过几轮紧张的角
逐，月熙以最高票数当选花神。至此，
诗经里小镇“最美花神”正式诞生。此
次活动，将汉服风采多样展示，让汉族
人民重新接纳这一传统服装，重拾汉服
文化。活动形式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
吸引到了更多人的交流参与，去体会汉

服所承传的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 薛卫斌

央视春晚好评如潮
□赵华

年味

汉衣华裳庆春节

创作历时3年，数易其稿，写就16万字，
高亚平长篇小说《南山》由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总社推出。

据悉，《南山》讲述的是以南山市朝阳路
派出所代理所长何远为代表的民警们克服重
重困难，破获发生在辖区内的麻醉抢劫案，以
及由此案牵涉出来的绑架案、抢劫杀人案等
故事，讴歌了人民警察为保一方平安无私奉
献的高尚情怀和精神，真实再现了当时广阔
的社会生活图景。高亚平系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他从1984
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诗

歌200余万字，已出版散文集《草木之间》《长
安物语》《爱的四季》《静对落花》《岁月深处》
《谁识无弦琴》《时光背影》及长篇纪实《鹰眼》
等。《南山》是高亚平的首部长篇小说，作者在
后记中透露，他曾在报社担任政法记者，为了
完成两篇反映警察工作情况的纪实文学，他
曾先后在两家派出所体验过半年多的生活，
结识了很多警察，所以希望能写出一部关于
警察生活的、平实散淡的作品。著名文学评
论家王仲生评价说，“作家是以平等的悲悯之
心进行创作的，成功地实现了从生活到艺术
的转变。” 本报记者王娇莉

高亚平长篇小说《南山》问世
昨天凌晨，从正在进行的 2019年四大

洲花样滑冰锦标赛上传来好消息，在双人
滑较量中，中国组合隋文静/韩聪以 0.06分
的优势力压加拿大名将穆尔·托尔斯/马里
纳罗夺冠。另一对中国组合彭程/金杨获
得第三名。

在之前进行的短节目比拼中，隋文静/韩
聪排在第二，位居穆尔·托尔斯/马里纳罗之
后，但分差不到0.5分。在最后的自由滑比
赛中，伴随着《你眼中的雨》的旋律，隋文静/
韩聪以捻转三周开始，尽管整套动作中两人
也有摔倒，但他们的精彩演绎还是得到了裁

判组的认可，自由滑拿到136.92分，总分达
到211.11分，从而逆转夺冠。穆尔·托尔斯/
马里纳罗则以总成绩211.05分获得银牌。

赛后，隋文静说：“我们赛前还是很紧张
的，我很高兴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但说实
话，这还不是最好的我们。我们会继续努
力，争取在未来的比赛中滑得更好。”韩聪赛
后也表示，整套动作还没有达到完美，仍需
要打磨。能克服伤病迅速达到巅峰也让隋
文静感慨不已。她说：“非常感激那些帮助
和支持我的人，更感谢我们的对手。”

本报记者王战荣

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 隋文静韩聪逆转夺冠

制造一粒点球

以2018赛季中超金靴的身份登陆西甲
之后，武磊上周就完成了他在西班牙人队的
首秀，不过那场比赛是在客场，而且他只上场
了不到15分钟。昨天凌晨西班牙人队迎来
主场比赛，武磊终于站在了科尔内亚·埃普拉
特球场。这次他的上场时间近60分钟，而且
表现非常出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西班
牙人队在主场逆转的绝对功臣。

第34分钟，武磊替补队友出场时，西班
牙人队已经0:1落后。武磊出场之后，在对方
禁区内制造了很多次机会，但可惜与进球失
之交臂。第72分钟，属于武磊的高光时刻到
来——武磊带球从贝拉克斯和阿卜杜拉耶·

巴之间切入，在禁区内被贝拉克斯铲倒，主裁
判在观看了视频回放之后判罚了点球，博尔
哈主罚命中，西班牙人队将比分扳成1：1。之
后，士气高涨的西班牙人队在第95分钟由达
德尔完成了绝杀，凭借着主场的胜利，西班牙
人队的积分高出降级区5分。

赢得各方赞誉

赛后统计数据显示，武磊登场后完成24
次触球，其中11次传球，成功率达91%，他三
次过人两次成功突破。但遗憾的是，武磊在
制造点球之前错失了一次单刀机会。

西班牙人队主教练卢比赛后表示，武磊
球风灵活直接。“这是他出现在场上的原因，
我们都认为他是一名出色的球员。”

谈及自己的表现，武磊坦言没想到主场
首秀能登场这么长时间。“赢下这场比赛非常
重要，让球队在积分榜能往上走，主场的氛围
非常好，感谢球迷、教练和队友的帮助，让我
更快地融入。”

武磊同时也表示，这场比赛本来有进球
机会但能没把握住，希望自己留洋后的首粒
进球也能尽快到来。

西班牙媒体也很看好武磊，《每日体育
报》在对本场比赛的评分中，武磊获得最高的
8分，和完成绝杀的达德尔并列。《每日体育
报》对武磊的评价是：“他的上场很好地限制
了对手，为本队掀起了进攻风暴，并制造了扳
平比分的点球。”

本报记者王战荣

武磊西甲主场秀博得满堂彩
昨天凌晨，西甲联赛第23轮如期上演。武磊效力的西班牙人队在主场迎战巴列卡诺，这也是武磊加盟球队后的主场首秀。

结果，中国前锋不负众望，替补出场的他制造了一粒点球，帮助西班牙人队2:1逆转对手。赛后，无论是西班牙人队的主教练还是
当地媒体都给了武磊极高的赞誉，相信在这种氛围下，武磊距离在西班牙人队的首发位置会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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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旋律与新歌劲曲交相辉映，幽默
包袱与魔术杂技轮番登台。除夕夜，一台
讴歌新时代人民群众幸福感的央视春晚，
成为了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一道文化大菜。

来自央视官方消息，今年的春晚创下了收
视传播新纪录。据统计，除夕当晚，国内有
239家电视频道对央视春晚进行同步转播，
并通过全球218家海外合作方在162个国
家和地区落地播出。

直播期间，海内外收视的观众总规模
达11.73亿人，比去年同时段观众规模提升
约4200万人。数据显示，今年春晚整体美
誉度（网络正向评论比例）达96.98%。与
此同时，由于今年春晚兼顾了青春活力的
传递与经典传承的延续，因此今年的春晚
也备受年轻人追捧。在微博热搜榜上关于
央视春晚的话题不断，网友们纷纷为今年
的央视春晚点赞。

当然，央视春晚在让人愉悦轻松的同
时，也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小品《占

位子》聚焦到子女教育问题，一句“现在在
班里的位置，就决定了将来在社会上的位
置”反映出当前家长的焦虑心态，“把什么
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的
质问直击人心，传递出“孩子的教育不能光
指望学校和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的
观念，发人深省。除此之外，相声《妙言趣
语》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对联趣味表达，

“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的对
韵技巧深入观众心里，让观众感受到了传
统文学的魅力；小品《办公室的故事》聚焦
职场生态，“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
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
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则让大家领悟到
生活与工作之间需要平衡的道理。

本报记者王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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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五，俗称破五，沣河之畔诗意正
好。第二届“桃夭灼灼花神”评选大赛决
赛在诗经里小镇上演，一群身着汉服的
选手们引得现场游客赞叹连连。汉服
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凝结了汉民族
独特的美学特征。为期半个多月的花
神选美，最终十位佳丽入围决选。当
天，这十位汉服小姐姐罗裳加身，与华
服巡游的队伍一起风雅游园，并不时与
观众互动致意，令小镇的游客们体会到
了一场惊艳的观感盛宴。国风台上诗

乐舞表演引游客心醉，而十位汉服小姐
姐带来的才艺展示，更是无比吸睛。现
场 50 名大众评审，纷纷以桃花枝为信，
为自己欣赏的小姐姐投上心仪的一
票。场面难分伯仲，经过几轮紧张的角
逐，月熙以最高票数当选花神。至此，
诗经里小镇“最美花神”正式诞生。此
次活动，将汉服风采多样展示，让汉族
人民重新接纳这一传统服装，重拾汉服
文化。活动形式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
吸引到了更多人的交流参与，去体会汉

服所承传的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 薛卫斌

央视春晚好评如潮
□赵华

年味

汉衣华裳庆春节

创作历时3年，数易其稿，写就16万字，
高亚平长篇小说《南山》由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总社推出。

据悉，《南山》讲述的是以南山市朝阳路
派出所代理所长何远为代表的民警们克服重
重困难，破获发生在辖区内的麻醉抢劫案，以
及由此案牵涉出来的绑架案、抢劫杀人案等
故事，讴歌了人民警察为保一方平安无私奉
献的高尚情怀和精神，真实再现了当时广阔
的社会生活图景。高亚平系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他从1984
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诗

歌200余万字，已出版散文集《草木之间》《长
安物语》《爱的四季》《静对落花》《岁月深处》
《谁识无弦琴》《时光背影》及长篇纪实《鹰眼》
等。《南山》是高亚平的首部长篇小说，作者在
后记中透露，他曾在报社担任政法记者，为了
完成两篇反映警察工作情况的纪实文学，他
曾先后在两家派出所体验过半年多的生活，
结识了很多警察，所以希望能写出一部关于
警察生活的、平实散淡的作品。著名文学评
论家王仲生评价说，“作家是以平等的悲悯之
心进行创作的，成功地实现了从生活到艺术
的转变。” 本报记者王娇莉

高亚平长篇小说《南山》问世
昨天凌晨，从正在进行的 2019年四大

洲花样滑冰锦标赛上传来好消息，在双人
滑较量中，中国组合隋文静/韩聪以 0.06分
的优势力压加拿大名将穆尔·托尔斯/马里
纳罗夺冠。另一对中国组合彭程/金杨获
得第三名。

在之前进行的短节目比拼中，隋文静/韩
聪排在第二，位居穆尔·托尔斯/马里纳罗之
后，但分差不到0.5分。在最后的自由滑比
赛中，伴随着《你眼中的雨》的旋律，隋文静/
韩聪以捻转三周开始，尽管整套动作中两人
也有摔倒，但他们的精彩演绎还是得到了裁

判组的认可，自由滑拿到136.92分，总分达
到211.11分，从而逆转夺冠。穆尔·托尔斯/
马里纳罗则以总成绩211.05分获得银牌。

赛后，隋文静说：“我们赛前还是很紧张
的，我很高兴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但说实
话，这还不是最好的我们。我们会继续努
力，争取在未来的比赛中滑得更好。”韩聪赛
后也表示，整套动作还没有达到完美，仍需
要打磨。能克服伤病迅速达到巅峰也让隋
文静感慨不已。她说：“非常感激那些帮助
和支持我的人，更感谢我们的对手。”

本报记者王战荣

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 隋文静韩聪逆转夺冠

制造一粒点球

以2018赛季中超金靴的身份登陆西甲
之后，武磊上周就完成了他在西班牙人队的
首秀，不过那场比赛是在客场，而且他只上场
了不到15分钟。昨天凌晨西班牙人队迎来
主场比赛，武磊终于站在了科尔内亚·埃普拉
特球场。这次他的上场时间近60分钟，而且
表现非常出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西班
牙人队在主场逆转的绝对功臣。

第34分钟，武磊替补队友出场时，西班
牙人队已经0:1落后。武磊出场之后，在对方
禁区内制造了很多次机会，但可惜与进球失
之交臂。第72分钟，属于武磊的高光时刻到
来——武磊带球从贝拉克斯和阿卜杜拉耶·

巴之间切入，在禁区内被贝拉克斯铲倒，主裁
判在观看了视频回放之后判罚了点球，博尔
哈主罚命中，西班牙人队将比分扳成1：1。之
后，士气高涨的西班牙人队在第95分钟由达
德尔完成了绝杀，凭借着主场的胜利，西班牙
人队的积分高出降级区5分。

赢得各方赞誉

赛后统计数据显示，武磊登场后完成24
次触球，其中11次传球，成功率达91%，他三
次过人两次成功突破。但遗憾的是，武磊在
制造点球之前错失了一次单刀机会。

西班牙人队主教练卢比赛后表示，武磊
球风灵活直接。“这是他出现在场上的原因，
我们都认为他是一名出色的球员。”

谈及自己的表现，武磊坦言没想到主场
首秀能登场这么长时间。“赢下这场比赛非常
重要，让球队在积分榜能往上走，主场的氛围
非常好，感谢球迷、教练和队友的帮助，让我
更快地融入。”

武磊同时也表示，这场比赛本来有进球
机会但能没把握住，希望自己留洋后的首粒
进球也能尽快到来。

西班牙媒体也很看好武磊，《每日体育
报》在对本场比赛的评分中，武磊获得最高的
8分，和完成绝杀的达德尔并列。《每日体育
报》对武磊的评价是：“他的上场很好地限制
了对手，为本队掀起了进攻风暴，并制造了扳
平比分的点球。”

本报记者王战荣

武磊西甲主场秀博得满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