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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 世
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29
日宣布，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
国梁将担任新成立的WTT理事
会主席，以全面领导和开拓世界
乒乓球的未来。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由
国际乒联于 2019年 8月创立，是
世界乒乓球职业化改革的里程
碑，旨在以运动员和球迷为核
心，帮助国际乒联的赛事体系及
商业体系做全面升级与改造，充
分发挥乒乓球运动潜力，进一步
推动乒乓球的世界影响力，从而
在与其他体育项目的竞争中脱
颖而出。

WTT理事会将更好地保障
WTT 的良性发展，为世界乒乓
球的未来把握好方向，因此需要
一位世界乒乓球行业的领军人
物出任理事会主席，带领 WTT
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WTT 表示，在世界乒乓球
大家庭里，刘国梁是受人尊敬的
领导者，拥有出色的才能及丰富
的职业成就。他曾获得奥运会
和世锦赛单打金牌，退役后又曾
先后担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
和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期间取
得了一系列成功，中国乒乓球协
会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乒
乓球协会。

“相信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
盟在他的带领下，世界乒乓球人
会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
斗，将 WTT 理事会和整个乒乓
球项目推向更高点。”WTT在声
明中说。

刘国梁说：“乒乓球在许多
方面丰富了我的生活，多年来，
我一直致力于这项运动。因此，
我为能够领导WTT理事会并帮
助乒乓球成为世界领先的运动
之一而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

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卡里
尔·阿尔·默罕纳德表示，刘国梁
无疑是位乒乓球传奇人物，作为
球员、教练以及中国乒协主席所
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坚信他是
能够帮助WTT和乒乓球项目走
向成功的最佳人选。

“刘国梁不仅在中国，同时
在世界乒坛都是极具影响力的
人物，我们希望他能用自己的影
响力和号召力，在世界范围内推
广乒乓球运动，让更多年轻人喜
欢，展示体育的力量。”国际乒联
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说，现
在正值疫情期间，全世界体育都
受到波及，我们期待在这个困难
时期，刘国梁能带领世界乒乓球

回到正轨。对于整个乒乓球大
家庭来说，这项任命是很好的消
息。

据悉，WTT 理事会将由世
界乒乓球的主要参与方组成，包
括退役及现役运动员、世界乒乓
球的重要贡献者、赛事主办方和
国际乒联人员。WTT理事会将
是未来WTT面向公众和市场的
代表和领导机构，代表所有世界
乒乓球主要参与者的观点，并确
保每个人的声音能被聆听，大家
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
斗。WTT理事会其他成员将于
不久后公布。

又讯 WTT 世界乒乓球职
业大联盟宣布刘国梁出任WTT
理事会主席后，国乒队员马龙、
丁宁、陈梦、朱雨玲、王楚钦等人
纷纷送上祝福，并期待乒乓球运
动在刘国梁的带领下越来越好。

今年 3 月，国际乒联宣布
WTT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从

2021 年起全面改革和管理乒乓
球赛事。按照 WTT 的设想，每
年将组织 4站大满贯赛事，每站
大满贯赛奖金高达 300万美元，
这在乒乓球史上是划时代的改
革。

国际乒联的这一改革得到
了国乒队员的支持，许昕打趣称
以自己现在的排名和状态，一年
拿一个冠军应该是可以的，这样
孩子的奶粉钱就给赚够了。国
乒小将王楚钦则表示，“两年一
次的世锦赛我没信心，但一年四
次的大满贯我觉得我有希望可
以蒙一个。再说梦想的道路上
也得有一些收入的加持才能更
有动力。”

在WTT世界乒乓球职业大
联盟宣布刘国梁出任理事会主
席后，国乒队集体送上祝福。男
乒队长马龙称WTT这一任命实
至名归，“期待刘主席将乒乓球
带到全新高度和更好的未来。”

两周前代表国乒队参加
WTT线上论坛时，马龙就WTT
赛事改革表示支持，并打趣东京
奥运会后不会马上退役，“这么
好的比赛，我得参与一下呀。”

陈梦则表示相信WTT在刘
国梁的带领下，乒乓球项目会越
来越好，“这么好的平台，我们这
一代人也要更加努力，维护好世
界乒乓球大家庭。”

除国乒队员，日本队石川佳
纯也通过社交媒体给刘国梁送
上祝福，“恭喜刘主席，乒乓球职
业化，期待 WTT 给大家带来更
多快乐。”

刘国梁出任WTT理事会主席
国乒队员集体送祝福

继张嘉译、张涵予之后，又
一位影视圈大叔在剧里与小花
谈起了“忘年恋”。由曹慧生、
韩杰执导，陈建斌、李一桐、潘
粤明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喜剧
《爱我就别想太多》在端午假期
登陆东方卫视，每日 19:30两集
连播。

剧中，亿万身家的大老板
李洪海（陈建斌饰）为寻真爱，
化身包子铺小老板，与服装设
计师夏可可（李一桐饰）谈了一
段跨代际恋爱。陈建斌主演的
《三叉戟》刚刚以高口碑收官，
剧中他饰演有勇有谋的正义警
察“大背头”，而如今在《爱我就
别想太多》里又摇身变成“追爱
狂人”，充满喜剧感和反差萌。
再加上今年有五部剧霸屏的潘
粤明从旁“助推”，更让这趟跨
越阶层和年龄的追爱之旅多了
几分精彩。

故事很夸张：老王子寻找灰姑

娘

《爱我就别想太多》充满夸

张的喜剧风格，一开篇就呈现
了激烈的戏剧冲突：成功企业
家李洪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钻石王老五”，年过不惑而未
娶，一心想找个“只爱他的人，
不爱他的钱”的女人作为终身
伴侣。没想到，他的前女友正
是为钱骗婚，他在婚礼当天落
荒而逃，偶然碰到服装设计师
夏可可，两人的故事由此展开：
为了不再受伤害，李洪海决定
隐瞒真实身份，以包子铺小老
板的身份对夏可可展开追求
……

剧中，李洪海和夏可可不
断发生巧合的相遇，光是夏可
可将喝醉酒的李洪海送往医院
的场景都有两次，两人还同时
出现在相亲节目现场。这是一
段“老王子”寻找“灰姑娘”的童
话故事，其中涉及了许多社会
话题：男女之间是否能不计外
在条件而结合在一起？女方看
重男方的家底就是“拜金女”
吗？用身份价值换取婚姻是一
件羞耻的事吗？

该剧导演曹慧生表示：“故
事表现的是寻找真爱和追求幸
福的主题，传达了主流价值观
之下的爱情观和财富观。真诚
和信任是爱情的真谛，这也是
永恒的主题。”

表演很落地：陈建斌搭配李一

桐

《爱我就别想太多》虽然
风格夸张，但人物设置与演员
表演的贴合度颇高。该剧女主
角是古装美女李一桐，此前她
曾在《新射雕英雄传》《半妖
倾城》《海棠经雨胭脂透》《鹤
唳华亭》等热门古装剧中担任
女一号，荧屏形象古灵精怪、
娇俏可人。在《爱我就别想太
多》中，这种特质再度得到展
现空间，剧中的夏可可敢爱、
敢做、敢当。李一桐如此解读
这个角色：“夏可可身上的独
立和自信代表了现在年轻人的
思想观念，这也是人物的闪光
点。”

陈建斌最近几年参演的都
市剧不多，但都带有喜剧色彩：
《中国式关系》中，他将下海创
业中的种种辛酸表现得颇具喜
感；《三叉戟》中，他还原了一个
人到中年却不甘平庸的警察形
象……对于《爱我就别想太多》
的大老板角色，陈建斌坦言是
一次很有意思的尝试：“李洪海
这个人物性格执着，他在事业
上很成功，但在感情上很失
意。这种失意却更加坚定了他
对于纯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
这也是这个人物有意思的地
方。”

（新娱）

刚刚追完贼，陈建斌转身去“追爱”

本报讯 （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史辉生）日前，中国篮球协会
公布了 U23 世界杯篮球赛事国
家集训队名单，我市开发区篮球
队年轻球员张翔榜上有名，成为
我市篮球史上首个进入国家级篮
球队的选手。

据介绍，本届国家集训队从
全国各俱乐部、高校、各地篮协等
选拔男女队员各8名。我市就读
于南京体育学院的球员张翔凭借
近几年篮球比赛中的优异表现脱
颖而出，成为唯一一名入选国家
三人篮球男队集训队的丹阳球
员。目前，张翔正在上海接受集
训，备战东京奥运会、亚洲杯、
U23世界杯等重要篮球赛事。

我市一球员入选
U23 三人篮球国
家集训队

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再度
延期，目前定于 8月 21日在北
美上映。

这已经是迪士尼第二次推
迟《花木兰》的上映日期了。这
部由刘亦菲主演、以中国女英
雄花木兰为主角的电影最初定
于 3月 27日全球上映，但受到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片
宣布推迟至7月24日上映。在
目前全球影院复工率仍不算理
想的情况下，《花木兰》宣布再
度延期至8月21日上映。

暑期档另一部大片——华
纳兄弟出品的克里斯托弗·诺
兰新作《信条》，也宣布将上映
日期从7月31日推迟至8月12
日。华纳兄弟通过《综艺》发表
声明，《信条》的公映时段会比
以往更长，便于影院制定不同
的放映策略，也便于观众选择
在自己方便的时间观看。

有外媒分析，受疫情的影
响，观影人数难以预计，无论是
迪士尼还是华纳兄弟都不想冒
险上映一部重要影片。《信条》
延迟上映的一个重要原因，或
许是作为全美三大电影市场之
一的纽约州仍有多个地区不允
许影院复工，如果《信条》如期
上映，或将承受院线未完全开
门所带来的票房损失。

按照最新公布的上映时
间，《花木兰》会比《信条》晚一周
上映。有外媒猜测，这很可能是
迪士尼的观望政策：如果《信条》
表现良好，《花木兰》便在次周如
期上演；如果《信条》首周末的票
房失败，迪士尼便可以调整《花
木兰》的上映时间。（新娱）

继广东队国手赵睿因违反防
疫规定受到罚款 1 万元人民币、
停赛 3场的处罚后，CBA联盟再
开罚单，另一国手、辽宁队知名球
员郭艾伦等因未按规定佩戴口
罩，受到书面警告的处罚。

复赛前位居三甲之列的辽宁
队复赛4战1胜3负名次下滑，其
主帅郭士强辞职成为 28 日中国
体坛的最大新闻，郭艾伦的被罚
也正与郭士强“下课”有关。

中篮联官网 29 日发布的处
罚通告称，28 日上午，在青岛赛
区球队入住酒店外，辽宁本钢队
领队、运动员与新疆伊力特队工
作人员(均为持绿色证件人员)，
经赛区组委会批准后为辽宁本钢
队辞职离队的郭士强教练送行，
但郭艾伦和新疆伊力特队队医姜
红军均未按规定佩戴口罩，违反
了联赛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为 严 肃 联 赛 纪 律 ，依 照
2019-2020赛季CBA联赛复赛疫
情防控相关管理规定，对辽宁本
钢队球员郭艾伦、新疆伊力特队
队医姜红军提出书面警告，如第
二次违规，停赛一场；第三次违
规，则取消比赛资格。

CBA 联盟 3 天开出两张罚
单，均是针对防疫违规，显示出在
疫情未了的特殊时期，CBA复赛
防疫工作的重要地位，以及对防
疫违规零容忍的态度。（新体）

防疫违规零容忍

郭艾伦等未按规定
佩戴口罩被警告

北京时间27日，2020斯诺克
巡回锦标赛落幕，替补丁俊晖参
赛的苏格兰球员马奎尔夺得冠
军，斯诺克世锦赛之前选手的世
界排名也尘埃落定，世锦赛的种
子签位随之产生。两名中国球员
凭借排名获得种子席位，将直接
晋级世锦赛正赛。丁俊晖将列为
11号种子，另一名中国球员颜丙
涛列为16号种子。

根据最新赛程安排，世锦赛
资格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21日至
28 日在谢菲尔德的英格兰体育
协会进行，将有128名选手参赛，
最终决出晋级正赛的 16 名选
手。他们将与世界排名前十六的
球员在克鲁斯堡剧院展开世锦赛
正赛较量。世锦赛正赛将于当地
时间 7月 31日至 8月 16日进行，
采用无观众的闭门比赛方式，为
期17天。 （新体）

丁俊晖颜丙涛直
接晋级斯诺克世
锦赛正赛

《花木兰》《信条》
再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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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敏）自大
力推行公勺公筷以来，“公勺公
筷”一时成为市民外出就餐的

“新食尚”。如今，公勺公筷的实
际使用情况如何？餐饮店是怎
么做的？市民们有什么看法？
记者进行了走访。

走访：
难觅公勺公筷踪影

近日，记者走访了市区几处
餐饮店比较集中的街区发现，大
多数餐馆内几乎看不到提倡使
用公勺公筷的标语，餐桌上也难
觅公勺公筷。

昨日中午，记者来到了吾悦
四楼一家餐馆内，此时店内已经
有很多市民在用餐，大多数都是
三四人围成一桌，可桌上并没有
配备公勺公筷。随后，记者点了
几样菜，点菜和上菜期间，服务
员未告知可以提供公勺公筷，只
询问记者是几人用餐，得知用餐
人数后，该服务员也只配备了相
应数量的餐具，并没有提供公勺
或公筷。

在记者的要求下，该服务员
表示可以免费提供公勺公筷，实
际做法却是再拿一套相同的餐
具摆上桌，由于这“公勺公筷”与
用餐的普通餐具没有区别，不难
想象，在就餐的过程中，顾客很
容易产生混淆。

之后，记者又来到金鹰餐饮
店比较集中的街区，发现这些店
内的餐桌上多未配备公勺公筷，
有的店家在顾客的要求下会提
供一次性筷子作为“公筷”，但在
使用过程中记者却发现，这些

“公筷”很快就成了“私用”。

店家：
消费者提出需求，一定

免费提供

欧尚超市南环路店内的一
餐馆负责人告诉记者，店里是免
费为顾客提供公勺公筷的，可使
用率比较低，只有部分顾客提出
需求才会提供。“如果顾客主动
提出需要公勺公筷，我们肯定会
提供的，只不过是多拿一双筷
子、一把勺子的事情，不难。”该
负责人说道。

一餐馆的服务员表示，之前
也在餐桌上备过公勺公筷，但有

的顾客却要求撤掉“多余的餐
具”，店家也只能照做。还有一
些西餐厅，本来就是分餐制形
式，公勺公筷作用不大。至于快
餐行业，不少顾客放弃堂食，而
选择打包外带，公勺公筷就更用
不着了。

还有的餐饮店老板表示，一
些带孩子来店内就餐的顾客，会
额外为小孩要一个小碗或勺子，
与大人区分开来，在一定程度上
也起到了“公勺公筷”的作用。

走访中，多数餐饮店店家表
示，只要消费者提出需求，一定
免费提供公勺公筷。

市民：
“用不着”“太麻烦”“不

习惯”成拒绝使用高频词

记者随机采访了在一餐馆
就餐的三位市民，他们不约而同
地表示，好友在一起吃饭根本用
不着使用公筷。“大家要么是熟
人，要么是同事，在一个空间内
口罩都不戴，吃饭还用什么公筷
啊！”其中一人说道。另外两人
也表示，用不着公筷，不然大家
在一起吃饭怪怪的，还显得生
疏。

使用过公筷的市民则表示，
即便配备了公勺公筷，在和家
人、朋友一起吃饭的过程中，用
着用着就把公筷和自己使用的
筷子混用了，而且每夹一次菜就
要用一回公筷，感觉太麻烦，就
算自己能做到，其他人也未必每
回都记着用。“个人感觉用公筷
吃起饭来比较麻烦，大家围坐在
一起吃顿饭，聊个天，哪还有心
思满桌找公筷啊！”一市民如是

说。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是否

接受公勺公筷、能否坚持使用公
勺公筷，主要还与市民们的就餐
习惯有关。不少市民在接受采
访时称，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家
吃饭还是出门聚餐都不涉及到
公勺公筷的使用，也没有这种意
识，早已形成了习惯。即便大家
都明白使用公勺公筷更卫生、更
健康，但实际使用起来还是“很
不习惯”。

“难就难在大多数人还没有
养成习惯，少数人的影响力是不
够的。”市餐饮协会秘书长杨志
荣表示，改变一种旧的生活习惯
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目前主要靠
不断地倡导和宣传。同时他也
建议餐饮店在配备公勺公筷时，
可以在形状、颜色上与普通筷子
区别开来，一方面避免消费者在
用餐时混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增强消费者使用公勺公筷的意
识。

市疾控中心相关工作人员
也提醒广大市民，围桌共食不用
公筷，这种就餐方式其实隐藏着
巨大的风险，给病毒传播提供了
便捷的途径。除了预防新型冠
状病毒，其他传染病如慢性乙型
肝炎、细菌性痢疾、幽门螺杆菌
感染等等都存在家族聚集性的
特点。

记者近日走访调查餐饮店公勺公筷使用情况发现，大部分餐饮店公勺公筷踪影难觅，只有消费
者提出需求才会提供，而“太麻烦”“用不着”“不习惯”成市民拒绝使用的高频词——

推广使用公勺公筷，咋就这么难？

顾客提出需求后，一餐馆配备的公勺公筷与其他餐具无异。
记者 张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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