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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一种非常好的健身方式，我们
希望将老年人健康向上的风范在舞蹈中展
现出来。 ”60岁的张幕瑾是湖南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四平卷烟厂的退休职工， 也是
厂里老年舞蹈队的活跃分子。

有了舞蹈队，回厂就像回家
“提起了咱东北呀，那可是个好地方，一

望无际的青纱帐，满山的牛和羊……”冬季的
吉林气温已降至零下十几度， 但四平卷烟厂
的职工健身活动室却洋溢着温暖与喜庆。“新
东北”舞蹈是12月28日“企业重组10周年”活
动的表演节目之一， 由12名退休职工组成的

老年舞蹈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排练。
虽然台上的舞蹈者都是50多岁甚至60

岁的人， 但她们的舞步依旧轻盈。 舞蹈过
程中， 她们不时变换队形， 摆出不同造
型， 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既充满了运动的
激情， 又不缺乏美感。

“有了舞蹈队， 我们这些退休的老职
工每次回厂里， 就感觉像回家一样， 心情
特别敞亮！” 张幕瑾告诉记者， 自2009年
工会组建老年舞蹈队以来， 她们基本每周
都会进行一次排练， 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大
型活动的表演。 每次表演前2个月， 大家
更会每天聚到一起排练。 4年来， 跳舞已
成为她退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跳舞。几十年过

去了，跳舞成了我最好的健身方式。每天跳
一跳，活动筋骨，不但身体好，感觉整个人
都年轻了。”张幕瑾说，每一次登台，工会都
会找来专业的舞蹈老师现场指导。“不知不
觉，大家的‘舞蹈范儿’越来越足，动作、表
情绝不输给年轻人。”

全情投入，老有所乐
随着舞蹈队越办越红火， 许多退休老

人纷纷参与进来。“2011年4月，我们参加了
在常德举行的全国烟草行业离退休干部工
作会和老年文化建设现场会的舞蹈表演，
现在回想起来记忆犹新。 ”张幕瑾说，四平
卷烟厂老年舞蹈队带来了一场具有浓郁东
北风格的舞曲———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可是， 当老年舞蹈队抵达常德后， 发
生了一段小“插曲”。 “当时， 我们队里
一名男队员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张幕瑾
回忆， 56岁的王继国是6名男队员之一，

“他心脏一直不太好， 加上长途跋涉、 水
土不服， 身体出‘状况’ 了。” 好在常德
组委会马上安排医生检查， 吃药后， 王继
国总算是没什么事。 为了不影响表演的整
体队形， 已有好转的王继国坚持登台。 最
终， “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如期亮相， 赢
得掌声阵阵。

“现在王继国的身体好多了， 每次排
练， 他都积极参加， 类似常德的‘意外’
也再没有发生过了。” 张幕瑾说， 每一次
排练、 每一场表演， 老人们都会全身心投
入。 “我儿子一家定居在北京， 我经常过
去带孙子。 但只要舞蹈队一声召唤， 我就
会第一时间赶回来。”

张幕瑾说， 老年人退休后， 生活会突
然变得单调。 其实， 让老人们“老有所
乐” 很简单， “我每次回到厂里排练， 跟
老姐妹们聚到一起就很乐呵。” 当记者问
她准备再跳几年时， 张幕瑾笑呵呵地说：

“我会一直跳到跳不动为止！”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王亮）同样是缺少了
头号球星，巴萨与皇马却迎来不一样的结局。北
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西甲联赛中， 梅西
缺阵的巴萨队客场0比1不敌毕尔巴鄂竞技队，
遭遇赛季首场失利。

12月1日，虽然C罗缺阵，但贝尔上演帽子
戏法，皇马队客场4比0大胜瓦拉多利德队。巴萨
本场比赛缺少了梅西，却没有“贝尔”站出来，被
寄予厚望的内马尔表现不尽人意。

梅西不在， 巴萨前场的进攻力大打折扣，虽
然控球时间达到66%，射门却只有11次，低于对
手的15次。比赛中内马尔并不缺少机会，但临门
一脚不是滑倒射失便是被对手破坏。 第55分钟，
内马尔在禁区边缘突破成功即将面对门将的瞬
间，被对方后卫放倒，错过了全场最好的机会。

加上上周在欧冠赛场上输给阿贾克斯队，
巴萨遭遇了近9个月来的首次连败。球队糟糕的
表现也让主帅马蒂诺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据
传巴萨队内多名球员认为马蒂诺的战术不适合
巴萨。

本场失利后， 巴萨13胜1平1负与马德里竞
技队战绩持平， 凭借着净胜球多的优势暂列第
一，领先皇马队3分。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１２月１日电（记者 陈
威华 赵焱） 上月发生塔吊倒塌事故造成人员
伤亡的巴西圣保罗伊塔克大球场，经过当地市
政部门和检察机关的调查，竟然没有获得市政
府的施工许可，根本属于“违章建筑”。

伊塔克大球场将是著名的科林蒂安俱乐
部的主场，也是2014巴西世界杯开幕式球场。

据巴西媒体12月1日引述圣保罗市政和检
察机构的初步调查报告称，2011年5月市政府
批复的球场建设方案是一个拥有5万出头座位
的球场。当时为了表明对科林蒂安俱乐部和筹
办世界杯的支持， 仅用了42天就给予了批复，
称得上是创了一个纪录。

不过，到了2013年7月25日，当球场建设已
经达到约90％的时候，承接该工程的企业突然
向圣保罗市政府提出一个新的工程方案，将球
场座位减至大约4.6万个，停车位也从3702个减
为2943个，但是建筑总面积则增加了25％。

圣保罗市检察官马塞洛·米拉尼指出：“这
不是一个小小的改动。这家公司为一个项目申
请了许可证， 但是实施的却是另一个项目。我
不是说这个事情在法律上是完全通不过的，但
是它至少得算是违章建筑。”

伊塔克大球场原定于明年1月5日开始承
接赛事，但是这场塔吊事故的发生不仅使得首
场赛事泡汤， 而且将至少使交付日期拖后2个
月，由今年12月底推迟至2014年2月底。不过，
国际足联表示仍由该球场主办巴西世界杯开
幕式比赛。

12月1日 ，曼联 “92黄金一代 ”球员斯科尔
斯、菲利普·内维尔、吉格斯、巴特、贝克汉姆、加
里·内维尔（从左至右）在红地毯合影。 当日，包
括贝克汉姆在内的6名曼联巨星出席了在伦敦
举办的曼联纪录片《92黄金一代》的首映式。 这
部电影以这6位巨星的成长经历为背景，讲述了
曼联梦幻一代在弗格森的指导下成长为巨星的
传奇故事。 新华社发

湖南中烟公司四平卷烟厂有一支“花甲老人”组成的舞蹈队，
她们积极参加健身，以爽朗的笑声、优美的舞姿，带给人健康向上
的气息———

花甲老人舞出“运动激情”
本报记者 蔡矜宜

◎责任编辑 王亮◎

运动 有一套 开幕式球场
竟是“违章建筑”

巴西世界杯再闹“乌龙”梅西缺阵

巴萨不败金身告破

图为老年舞蹈队在做汇报演出。 通讯员摄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王亮）在今天进行
的NBA比赛中，迈阿密热火队主场99比98一分
险胜夏洛特山猫，喜迎10连胜。近来状态低迷
的克里斯·波什最后时刻大爆发，在79秒内连续
投进3个3分球，攻下22分、9个篮板，成为球队
逆转取胜的首功之臣。

虽然与詹姆斯、 韦德并称为热火队的三巨
头，实际上波什一直不被看重。近期热火队连战
连捷，与波什似乎也关系不大。尤其是过去3场
比赛，他24次出手只投中7球，总共得到17分。

今天的比赛中，波什找到了比赛的节奏。尤
其是在第四节还剩3分51秒时， 热火队还以80
比87落后山猫队，只见波什一人连罚带扣连得4
分，随后又在79秒时间里连续命中3记3分球，以
一己之力帮助热火队反超比分，险胜对手。

波什79秒3记3分球

热火喜迎10连胜

内马尔未能拯救巴萨。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伦敦１２月１日电 （记者 王子
江） 夺冠热门丁俊晖１日在约克举行的斯
诺克英国锦标赛第二轮比赛中， 以6比1轻
取泰国名将瓦塔纳，闯入32强，另外一名中
国选手李行以6比4战胜了英格兰的安德
鲁·希金森同样晋级。

世界排名第三的丁俊晖前一天在首轮
比赛中以6比3击败业余球员帕森斯， 赛后

他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因为失误较多。
第二场面对瓦塔纳这位前泰国球王， 他开
局就以36比77输掉， 但接下来打得比较顺
手，连下6局获胜。

丁俊晖第三轮的对手是36号种子、爱
尔兰选手奥布莱恩， 后者是在前一天击败
了英格兰选手马克·金晋级的。

94号种子李行的获胜多少有些意外，因

为对手希金森是第30号种子。李行说：“我首
轮比赛后休息了三天，没有像平时练得那么
多。今天比赛的开始阶段还是没有进入比赛
状态，但是第一盘过后在第二盘一杆打了八
九十分制胜，慢慢手感有所回升。”

这也是李行本赛季第二次打进积分赛
32强， 他下一个对手将是世界排名第一的
罗伯逊和罗比·威廉姆斯之间的胜者。

丁俊晖轻取瓦塔纳 李行爆冷击败希金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