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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恒

历经32个比赛日后，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于昨日凌晨在莫斯
科卢日尼基球场落下了帷幕。雨
夜的决赛中，年轻的“高卢雄鸡”
法国队以 4:2 的比分，战胜了“格
子军团”克罗地亚队。卢日尼基
的雨，最是惺惺惜英雄。

能够进入世界杯的冠亚军争
夺，是对参赛者最好的奖赏。最
终比分看似差距不小，但观看了
比赛的球迷们都知道，两队表现
都可圈可点。克罗地亚队历经前
三场“场场加时”、“两场点球加
赛”，大量的体能损耗让他们在比
赛的后半段疲态尽显。而年轻的
法国队员，在此刻彰显了自己的
冲劲，尽管比分领先，但丝毫没有
停下进攻的脚步，坚持“最好的防
守就是进攻”的足球哲学，创造出
了多次继续扩大比分的机会。决
赛两队共计打入6球，上一次出现
这 样 的 情 况 还 是 在 52 年 前 的
1966年世界杯上。而当时的冠军
奖杯还不是大力神杯，叫雷米特
杯。

昨天的雨，从比赛开始半小
时后便断断续续。颁奖仪式时，
忽然下成了暴雨。这也让工作人
员措手不及，颁奖嘉宾们淋了近5
分钟后，大小不一的伞才姗姗来
迟。克罗地亚主力中后卫洛夫伦

今年以来参加了 4 场决赛，均失
利。赛后，镜头对准雨中的他，绝
望的眼神叫人生疼。队友曼朱基
奇、拉基蒂奇、莫德里奇年龄均已
过 30，或许这是他们最后一届世
界杯了。而另一边，法国队的姆
巴佩、博格巴、格列兹曼在雨中兴
奋得像个孩子。比赛固然有胜
负，两队球员都是英雄，为球迷奉
献了“最纯粹的足球”。两队球员
也用自己的表现，向世人传递了
坚持不懈、奋勇拼搏的人生态度。

决赛夜下雨，是卢日尼基体
育场一种特殊的奖赏。这座球场
上一次雨夜举办的重大赛事是10
年前的2007—2008年赛季欧洲冠
军联赛决赛。当时刚刚成功卫冕
英超冠军的曼联与连续第二年获
得亚军的切尔西在那个雨夜激战
120分钟，直到点球大战才分出胜
负。雨夜中，见证了曼联队史第三
座欧冠奖杯，见证了曼联球星C罗
和切尔西队长兰帕德射失点球，也
见证了13年13个亚军的“德国战
神”巴拉克伤心的泪水。卢日尼基
用雨水告诉人们，坚强与前进的
人生哲理。

或许卢日尼基体育场从它诞
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不一
样”。这个坐落于莫斯科河畔的
体育场，最开始被称为“中央列宁
体育场”。1955 年春天体育场动
工开建，在计划经济时代，前苏联

几乎举全国之力来兴建这个他们
体育事业的“代表作”。据说，所
有参与建造的工人都是义务劳
动。而建设所需物资也是来自八
方。前苏联当时的列宁格勒和阿
米尼亚提供建设所需的材料，电
气设备和木料来自乌克兰，场馆
内的家具来自拉脱维亚的里加和
立陶宛的考纳斯，玻璃来自明斯
克，波多利斯克提供电线电器，还
有一些木料来自东西伯利亚的伊
尔库茨克。

即便修建过程困难重重，从
开建到完工还是仅用了 450 天。
1956 年夏天，“中央列宁体育场”
启用。诞生于冷战时期，见证了
战后苏联的高潮、衰败直至解体
之后，1992年更名为“卢日尼基体
育场”。

在老球迷眼里，足球哲学往
往与人生哲学交相辉映，是一种
人类文明历经岁月之后才能提炼
的绿茵价值，既可以指导足球场
上的，也可以指导足球场下的。
用当下球界最时髦的话概括一
下，“卢日尼基的雨”或者是一种
玄学，但玄学背后也是以正确的
人生态度为基础，所谓自助者天
助。

“俄罗斯之夜”就这样成为了
历史，相信许多年后，这个雨夜还
是会被球迷们津津乐道。

卢日尼基的雨，最是惺惺相惜

我看世界杯

记者 胡琦 通讯员 葛振波

2018年已过去了一半，宁海房
产市场又出炉了新的成交数据，记
者从县住建局获悉，由于上半年新
推出楼盘较少，不少市民都把目光
转向了二手房市场，二手住房成交
量明显提升。和翘首企盼新楼盘推
出的购房者一样，宁海楼市将“惊
喜”放在了2018年的后半场，预计下
半年在新楼盘开盘的促动下，商品
房销售成绩看好。

上半年新房少
二手房受热捧
据统计，我县上半年二手住房

成交量明显提升，成交面积23.3万平
方米，同比上升30%。在对本地二手
房中介的走访中，一些房产中介表
示，上半年以来收到的购房咨询显
著增加，“一部分是改善住房条件的
需要，另一部分就是学区房的需
求。”一房产中介负责人告诉记者，随
着宁海市民对居住要求的提升，改善

型购房者的意向会集中在新建品质
小区或是落地房，尤其是一些较高档
的小区住宅一推出，就有较好的市场
需求，并且成交价格也不错。

上半年我县新开商品住房楼盘
仅有 2个，分别为金色华府二期、宁
杏府一期，共新增住宅供应 500 余
套。其中，随着梅林街道小城镇环
境整治行动的开展，镇区面貌的显
著提升，加上适中的开盘价格，使得
当地楼盘被购房者看好。而处于老
城区的宁杏府一期项目，在老城区
旧城改造提速的促动下，开盘推出
的 230套住房在当天就全部达成购
房意向合同，颇有一房难求的架势。

此起彼伏的市场交易量，也可
见上半年新开楼盘并不多，一时难
以满足购房者的需求，进而转向二
手房。

多个楼盘将面市
市民购房兴致浓
受新建商品房供应相对较少影

响，据统计，1-5月份商品房销售面
积为 28.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7.3%，
其中商品住房销售面积为 21.7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 10.6%。据商品房网

签系统统计，截至 5月底，商品房库
存为 54.8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0.9%。记者也了解到，即使在房产
价格变化的形势下，不少有意向购
房的市民对自己所关注的未开盘房
产项目，仍保持足够耐心，使得上半
年房产市场也存在观望情绪。

新开楼盘较少，使得上半年楼
市与去年相比平淡了不少，但是根
据目前各在建项目建设进度，业内
人士分析，预计下半年我县商品住
房供应将有明显增加，且主要坐落
于主城区范围内。如跃龙街道的宁
杏府（二期）、璟慧园，桃源街道的颐
园（二期）、蓝园、东方君悦、嘉隆广
场、奥特莱斯（一期）等，预计新增商
品住房供应超 30万平方米，其中奥
特莱斯项目所含住宅部分均为全装
修房。

此外，下半年即将推出的商业
楼盘也极具吸引力，如位于天明湖
畔的三个总部项目、嘉隆广场、奥特
莱斯（一期）等项目。随着下半年众
多楼盘的推出，我县商品房市场供
需将进一步平衡，市民置业将有更
多选择。

楼市半马 升温在即
下半年楼盘供应将明显增加

记者调查

宁海县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跃龙街
道雪坡村的城区中小企业安置区目前已具
备工业企业安置条件。请相关征收安置企
业在收到本公告后十日内携带拆迁安置协
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到宁海县
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购置意向协议书，
并缴纳购买意向定金（按应安置土地总价
款 10%计算）。逾期不签订土地购置意向

协议及缴纳定金的，将视作自动放弃购置
处理，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概由相关征收安
置企业自负。

特此公告。

宁海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宁海县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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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电大宁海电大20182018年秋季招生公告年秋季招生公告
热烈祝贺宁波辅警学院成立，辅警学历提升报名继续中!

一、招生高校：
国家开放大学、宁波广播电视大

学、南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医
科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二、开设专业：行政管理、会计学、
法学、学前教育、金融学、工商管理、广
告学、汉语言文学、物流管理、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
理、英语、金融学、市场营销、销售管
理、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电子商务、土
木工程（含道桥方向）、护理学、药学、

建筑工程管理、金融与证券、工程管理
（含建造师方向）、建筑施工与管理、财
务管理、水利水电工程、国际经济与贸
易、旅游管理（含酒店管理方向）、工程
质量监督与管理、保险学、广播电视新
闻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程造价、
学前教育等。

三、学习方式：远程学习为主，国
家开放大学配有面授课。

四、考试地点：均设在宁海电大。
宁海电大是我县唯一的教育部统

考考点。
五、学历文凭：修满规定学分，获

得相应高校颁发国家承认的专科或本
科学历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符
合条件的可申请学
位。

六、收费标准：
各高校学费标准不
一，每学分 90-110
元不等，详情欢迎
来人来电咨询。

7月29日入学测试，欢迎报读！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宁海学院是省示范性县级电大，现有专职教师25人，外聘老师30人，在校本、专科学历
教育学生近3000人。学校现代教育设备先进，教学管理规范，课程设计科学，教风学风良好，是您业余本、专科
学历进修的首选学校。2018年秋季招生全面启动，欢迎报读！

招生QQ：18067179930 招生热线：65206392 18067179930
宁海电大招生处微信号：nbnhtvu 报名地址：宁海电大招生处（银河路181-2号，银河小学旁，108公交天景园站）

欢迎关注

电大的 公办的 正规的 放心的

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一人一

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的实施意见》具体要求，

鼓励和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全民艺术普及，积极拓

宽合作渠道，扩大社会主体阵营，加快推进社会

联盟机构成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建设的主要力

量，从而推动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

共享的艺术普及氛围，为宁海早日跻身全国强县

第一方阵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决定向全社

会招募社会联盟成员。

一、社会联盟成员基本条件：
1.热心公益事业，有意为我县“一人一艺”

全民艺术普及工程作贡献。

2.依法登记的县内艺术培训机构。

二、招募办法：
1.有意向参与的社会机构向县文化馆领取

“一人一艺”社会联盟申请表。时间：2018年 7
月 17日—7月 19日；地点：县文化馆四楼；联

系人：胡磊娜（联系电话：65217515）
2.对申请机构进行资质认证，对符合要求的

社会机构进行授牌，纳入社会联盟。

宁海县文化馆
2018年7月16日

““一人一艺一人一艺””宁海县全民艺术普及工程社会联盟招募公告宁海县全民艺术普及工程社会联盟招募公告

严昊翔

北京时间7月16日莫斯科卢
日尼基体育场，法兰西时隔二十
年重捧大力神杯。

这是一场跌宕起伏的进球盛
宴，6粒进球也追平世界杯决赛第
二进球记录！上次进6个球还要
追溯到 1966 年世界杯决赛。而
且，这6粒进球包罗万象，基本上
球迷所能想象到的进球方式都有
了，乌龙进球，定位球进球，世界
波进球，点球进球，反击进球，门
将低级失误导致进球，真是一场
进球的盛宴。

导演这场盛宴的正是法兰西
三个火枪手格列兹曼，姆巴佩，博
格巴和他们的龙骑兵们，纵观本
届世界杯历程，达达尼昂们踢得
优雅而老到，每场比赛都是摆好
了架势引而不发，引诱对手入瓮，
无论对手如何狂轰滥炸，法兰西
的龙骑兵们都耐着性子收着踢。
他们优雅地控马列队，笔挺的制
服鲜红的帽缨在阳光微风里闪闪
发光，手握马刀，肩扛火枪，面对
几十米外蜂拥而来的敌人视若无
物巍然不动，直到一声令响，马刀
出鞘火枪上膛，势如破竹所向披
靡。

本届的法国队真是优雅而务
实，之前每场控球率都不到40%，
却场场碾压对手，看了法国队的
比赛就知道什么叫做大气什么叫
做宗师，他们总是好整以暇，哪怕
对手场面占优狂轰滥炸，哪怕对

手挟三山携四海势如千钧而来，
宗师们摆好架势四两拨千斤，轻
轻一引，对手便徒劳无功。

历史上龙骑兵是由火枪手组
成的快速反应部队，本届的法国
队也是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不出
则已一击必杀，他们在比赛中耐
心防守观察局势，一旦发现对手
的破绽，一脚直传前场，拥有速度
天赋的姆巴佩总能一击致命。法
国队在今天的比赛中也是如此，
不像克罗地亚一上来就埋着头猛
攻，法国一直都是防守反击，利用
吉鲁的支点，三个火枪手姆巴佩
格列兹曼博格巴插上打反击。

这届世界杯法国队夺冠，有
可能预示着以后这种打法会彻底
取代西班牙德国的高控球率全场
压迫式的控球打法，取而代之的
是全场紧逼打对方空当，高效务
实的防反打法。

火枪手们发挥出色，对面的
克罗地亚铁血军团也拼尽了全
力，前面三场淘汰赛，克罗地亚都
踢到了加时赛才决出胜负，三个
加时赛也就是3个120分钟，算起
来克罗地亚相当于比法国多踢了
一场常规90分钟比赛，而且由于
赛程的关系克罗地亚还比法国队
少休息一天。

这样的克罗地亚兵老师疲，
真是到了强弩之末，但克罗地亚
人不愿屈服，他们还是想拼出一
条生路，主教练制定了破釜沉舟
的战术，力拼上半场，力争半场解
决战斗，把所有的体力火力都用

在上半场。为了梦想为了将大力
神杯带回克罗地亚，上场比赛受
伤的佩里西奇带伤上阵，莫德里
奇，维达，拉基蒂奇，曼朱基奇，不
惜体力地在场上狂奔直到剧终。
克罗地亚没有人叫累，所有人都
用自己的全部体能在战斗，这样
的队员值得尊敬。

上半场法国靠着克罗地亚的
乌龙球和点球才 2:1 略微领先克
罗地亚半个身位。

下半场前十分钟法国一度中
场完全失势风雨飘摇，主教练德
尚不得不提前换下坎特，换上自
己力排众议选择身高197公分的
恩宗齐。

下半场六十到七十分钟是足
球比赛中的体能极限期，克罗地
亚就是在这个时段耗尽体能弹尽
粮绝。之后局势平稳下来，法国
连入两球，恩宗齐表现稳定，度过
了克罗地亚最后的体力冲击时
段，之后的比赛就失去了悬念。

本场比赛过后克罗地亚的莫
德里奇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金球
奖，而 19 岁 207 天的姆巴佩也收
获了惊喜，他是继1958年的球王
贝利之后第一位在世界杯决赛中
破门的20岁以下球员，而他会不
会在未来完成大罗小罗C罗梅西
未完成的大业成为第三位球王，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冠军诞生了！法国队队长洛
里最终捧起了大力神杯，今年夏
天的盛宴曲终人散，四年之后卡
塔尔见！

三个火枪手的优雅盛宴

我县开展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我县开展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为科学、规范、有序开展以霍乱为重点的肠道传染病等防治工作，检验我县卫生系统面临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应急处置能力，日前，霍乱疫情处置及生物安全应急演练在县公共卫生中心举行，18家乡镇卫生院参加了本次演练。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俞垚军 摄）

本报讯 （记者 潘旭婷 通
讯员 夏亚萍） “什么，肚子里长
了囊肿？要动手术？”得知自己要

“开刀”后，方奶奶慌了。
方奶奶今年 71岁，近期检查发

现了一个六厘米的卵巢囊肿。由于
自身患有合并心包积液、高血压，因
此对手术充满恐惧。确诊后，家人
四处打听，了解到县妇保院有个“微
创治疗”，能把损伤降到最低，于是
找到医生，要求进行微创方式治疗。

由于方奶奶年纪大，再加上卵
巢囊肿也不小，若采取保守观察，今

后或将出现蒂扭转、破裂、感染、恶
变等情况；而传统的气腹腹腔镜手
术，因心肺高压，极易在手术中发生
心脏骤停，甚至可能随着血压升高，
造成颅脑血管意外。考虑到以上种
种情况，县妇保院妇科、麻醉科、内
科等多个科室的专家对方奶奶进行
会诊，充分评估手术风险，并给出最
佳治疗方案——实施悬吊式无气腹
腹腔镜手术。几天后，在妇产科主
任医师沈平绒的带领下，及麻醉科
医生的全程护航下，方奶奶的手术
非常成功，六小时后，她就能下床自

由活动了，五天后，顺利出院。
传统腔镜手术需持续正压CO2

充气，将腹腔隆起形成手术操作空
间。使用CO2气腹后，会导致不少患
者出现术后肩部疼痛、膈肌不适等
症状；同时，因持续高气压，易使部
分患者尤其是老年体瘦患者出现皮
下气肿、术中气道压升高等情况，对
心肺功能干扰大、高碳酸血症而导
致麻醉风险相应升高。而悬吊式无
气腹腹腔镜技术，则是对气腹下手
术的一项重要革新和完善，可以消
除气腹对病人的不利影响。

老奶奶合并心包积液、高血压、年过七旬……

悬吊式无气腹腹腔镜手术后六小时，就下床自由活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