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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国道京沈线（太平山至秀水
河子段）修复养护工程，因施工需要及行
车安全，现予以全幅封闭。起止桩号为：
K776+750至K793+600全长16.85公里。

绕行线路：1.彰武去往法库方向(途
经太平山至秀水河子段)的车辆可由长
深高速彰武站至长深高速包家屯站下
走柏哈线至法库，或由彰武界内京沈线
王家窝堡走彰太线至苇子沟镇绕行至
包家屯镇再经柏哈线至法库。

2. 法库去往彰武方向（途经秀水河
子至太平山段）的车辆反之。

3.封闭时间2022年5月30日-2022
年9月30日。

特此通告！
法库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5月31日

封路通告
因凌源境内省道老宽线（东山岔口

至南店段K92+450至K153+355）预防养

护工程及危旧桥梁拆除重建专项养护工

程（三道梁子桥中心桩号 K139+835、南

营子桥中心桩号 K148+096）施工，经相

关部门审批施工期间实施全幅封闭交

通，过往车辆绕路行驶的交通组织方案。

绕行路线：凌边线➝绥珠线➝四

百线➝北杨线

封闭时间：2022 年 6 月 5 日至 2022

年10月15日

因工程施工给行车行人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凌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5月30日

封路通告
因公路施工，需对沈阳市京沈线

（法库新民界至新开河段）修复养护工

程 K805+670-K832+463 实施道路半幅

封闭，封闭期限为：2022 年 5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5 日，封闭期间为避免交

通拥堵，保证行车安全，请过往车辆尽

量绕行，如确需经过施工现场，请遵从

标识及现场人员指挥，注意安全。

沈阳市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新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5月31日

封路通告
根据省、市公路管理部门工作计划安排，对中盘线(高

山子至吴家段)K14+776 至 K24+880、(吴家至赵屯段)
K24+880 至 K43+684、(赵屯至沟帮子段)K43+684 至
K55+700实施修复养护工程，为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及安
全施工，需要对中盘线K14+776至K55+700路段进行全
幅封闭。封闭时间2022年6月7日至2022年10月31日，
请一切过往车辆和行人按交通标志绕行。绕行路线：

高山子—沟帮子(沟帮子—高山子)方向：

高山子 窟窿台 中安镇 廖屯镇 沟帮子
北镇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北镇市交通服务中心（北镇市交通集团）
2022年5月31日

中盘线 中盘线 通武线 奈北线➝ ➝ ➝ ➝

封路通告
因法库县 2022 年农村公路建设工程（一期工程）

沈苗线（三台子-苗家沟）段施工需要，现对该路段进
行封闭施工，起止桩号为：k0+000.000-k13+233.058全
长13.233公里。

绕行线路：1. 由沈阳、新民去往法库，途经沈苗线
至绥沈线至法库方向的车辆，请在京沈线新民陶屯，提
前绕行至登仕堡再从沈环线至法库。乡镇车辆按现场
交通疏导人员指挥通行。特此通告！

2.封闭时间2022年5月26日-2022年9月30日。
沈阳市椿辉道桥工程有限公司
法库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5月31日

封路通告
因朝锦线（一级路止点至滨海路

段）修复养护工程需要，自 2022 年 6 月

11日至2022年10月31日对该路段进行

半幅封闭施工。

行经施工区域的车辆须遵守现场

安设的交通标志和指挥人员指示的方

向通行。

特此通告。

凌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凌海市交通运输保障中心

2022年5月31日

封路通告
因大养线（盘锦界至四合段）、奈石线（石东村至马

家湖段）修复养护工程需要，自2022年6月6日至2022
年10月15日对该路段进行全幅封闭施工。

锦州去往盘锦方向：锦州➝凌海大道➝京哈高

速（凌海站）➝盘锦
四合去往石东村方向：四合➝京抚线➝奈石线➝石东村
行经施工区域的车辆须遵守现场安设的交通标志

和指挥人员指示的方向通行。
特此通告

凌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凌海市交通运输保障中心
2022年5月31日

封路通告
因公路施工，需对沈阳市通武线(茶棚至半拉门段)

修复养护工程K359+980-K384+786段、沈阳市十灯线
(于洪新民界至大民屯段)修复养护工程桩号K152+500-
K174+600段实施道路半幅封闭，封闭期限分别为：2022
年5月31日至2022年9月30日、2022年5月31日至2022
年9月15日，封闭期间为避免交通拥堵，保证行车安全，
请过往车辆尽量绕行，如确需经过施工现场，请遵从标
识及现场人员指挥，注意安全。

沈阳市新民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沈阳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新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5月31日

京抚线

京哈高速

遗失声明
▲车牌辽HM8000营运证号10334900丢失作废。

▲辽 宁 三 色 微 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遗 失 ，编 号 ：

2114210010296，声明作废。

封路通告 封路通告
因沈环线K122+700m-K123+100m北台大桥（左幅）

为险桥，需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采用北台大桥右幅双向

通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封闭时间：2022年5月30日，

封闭期间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2022年5月30日

遗失声明

新华社伦敦5月31日电 英超热刺俱
乐部5月31日宣布，33岁的克罗地亚国脚佩
里西奇在 7月 1日与国际米兰队合同到期后
就将正式成为热刺一员，双方签约至2024年。

热刺现任主帅孔蒂2020-2021赛季带领
国米夺得意甲冠军时，佩里西奇正是其手下
爱将。如今追随意大利教头登陆伦敦，佩里
西奇说：“能和这样一位教练共事是我的荣
幸，我真的非常开心能再次见到他。”

这是热刺在今夏转会窗口完成的第一个
引援。佩里西奇透露，当孔蒂和热刺的竞技
主管第一次联系他时，他就明确表示自己非
常愿意加入。“自 2009 年我在比利时开启自
己的职业生涯以来，我曾有几次十分接近登
陆英超。而今，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

2021-2022 赛季，佩里西奇为国米贡献
10个进球、9次助攻，随队捧得意大利杯和意
大利超级杯，在意甲赛场位列第二。

热刺在刚刚过去的赛季后来居上，最终
力压同城劲敌阿森纳，以英超第四的排名获
得下赛季欧冠资格。

佩里西奇加盟热刺

新华社里斯本5月31日电 葡萄牙体
育队 5月 31日发布官方声明，确认巴黎圣日
耳曼俱乐部将支付3800万欧元（约合2.72亿
元人民币），正式买断19岁的左边后卫努诺·
门德斯。

即将迎来20岁生日的门德斯是出生在里
斯本的安哥拉后裔，少年时就加入了葡萄牙
体育青训营。2019-2020赛季后半段，门德斯
成长为葡体主力左后卫。2020-2021赛季，门
德斯帮助球队时隔19年重夺葡超冠军。2021
年8月，“大巴黎”支付700万欧元的租借费引
进了门德斯。在刚结束的赛季中，门德斯共
代表法甲豪门出场37次，贡献了2次助攻，也
是球队夺得法甲冠军的功臣之一。

目前，与法甲冠军签下四年长约的门德
斯正在随葡萄牙队备战欧国联赛事。

葡萄牙体育方面最终公布的 3800 万欧
元转会费，稍低于此前媒体透露的4000万欧
元。此外，葡体方面还确认了该项交易中涉
及的中介服务费用为380万欧元。

门德斯转会“大巴黎”

6 月 1 日，大连人队启程飞赴海口赛区，
准备即将开战的 2022 赛季中超联赛。“要想
尽办法克服困难！”主帅谢晖一语道出了本赛
季中超征程的艰难以及大连人队迎难而上的
临战态度。

如果说大连人队凭递补身份压线重返中
超是幸运的，那么接下来他们凭中甲班底征
战中超联赛就是不幸的。一箩筐的困难就摆
在那儿，怎么办？

就此，谢晖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在出征
前向外界直言：“由于3名外援暂时无法代表
球队出战，球队将以全华班出战中超第一阶

段。另外，从备战中甲到征战中超，这个变化
太大了，人员选择上有些困难，之前从引援、
安排和打法都是以中甲配置来进行的。”

一如“赶鸭子上架”，谢晖也深知此时此
刻再过多强调困难显然已无任何意义，“要积
极看问题，递补是非常积极的事情，对俱乐部
和球迷都是利益最大化的，要想尽办法克服
困难，这是一个态度。”

的确，大连人队今年的比赛阵容基本就
是为了应对中甲征程，没有外援，汪晋贤和陶
强龙等特点鲜明的本土进攻球员也已离开。
新赛季回到中超，保级压力可想而知。不过，

随着多名大连籍老将回归，球队年龄结构更
加合理，经验也随之提升，保级也不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闫相闯、朱挺和吕鹏等人今年重回家乡球
队踢球。此外，大连人队引进的费煜、林隆昌、
商隐都是30岁以上的球员，他们近几个赛季在
中甲联赛发挥得都不错。上赛季效力于武汉
的宋志伟也有比较稳定的出场时间。

客观而言，大连人队的表面阵容相比于
上赛季并没有提升，仅仅是有更多比赛经验
丰富的老将融入到球队中。以这样一套阵容
征战中超，谢晖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不过，

这位本土年轻教练此前在中甲率队的表现可
圈可点，既了解中国足球又善于学习国外先
进经验的谢晖率队表现如何，也是今年中超
的一个看点。

6 月 4 日晚，在 2022 赛季中超联赛首轮
比赛中，大连人队将对阵本赛季志在夺冠的
河南嵩山龙门队。后者队内有阿德里安、卡
兰加、图雷、舒尔奇、多拉多 5 名外援助阵。
此消彼长，大连人队的劣势可见一斑。

海口赛区有 6 支队伍，第一循环 5 轮比
赛，大连人队将相继对阵河南嵩山龙门队、广
州城队、长春亚泰队、浙江队、山东泰山队。

大连人队征战中超唯有迎难而上
本报记者 朱才威

在北京冬奥会圆满闭幕之后，辽宁全力
申办全国第十五届冬季运动会的消息，再度
令辽宁冰雪人欢欣鼓舞。6 月 1 日，短道速
滑国际级裁判长、中国滑冰协会顾问王石安
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举办冬运会将把辽宁
的冰雪运动软硬件提升到全国一流水平，带
动辽沈地区冰雪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绝对
大有可为。”

作为国内知名的冰雪运动专家，王石安
直言，现在是辽宁申办冬运会的最好时机：

“北京冬奥会刚刚结束，中国实现了‘三亿人
上冰雪’的目标，全国上下的冰雪运动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后冬奥’时代的红利正在

释放，辽宁现在申办冬运会，能够进一步提升
全省冰雪运动热度，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
运动中。如果能够成为首个‘双运’省份，那
么对辽宁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的全面发展将
起到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在辽宁省申办第十五届冬运会的计划
中，沈阳市是主赛场，将承办全部冰上项目和
开闭幕式。“准备新建的沈阳‘冰上中心’包括
速度滑冰馆、冰上综合馆和冰壶馆等。位于
沈阳的辽宁省柏叶训练基地还计划建设越野
滑雪、冬季两项场地。这些高标准的冰雪场
馆一旦建成，高标准的硬件条件将有助于沈
阳成为重要的冰雪人才培养基地。”王石安如

此表示。
除了沈阳的冰上中心外，紧邻沈阳的抚

顺市计划建设“雪上中心岗山滑雪场”，垂
直落差超 800 米，能够承办高山滑雪、跳台
滑雪、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等赛事，堪称
全国一流。王石安认为：“虽然雪上中心在
抚顺，但距离沈阳很近，去抚顺滑雪的全国
爱好者，会把沈阳当作第一站，两座城市都
会受益。”

承办冬运会对辽沈地区冰雪产业的拉
动，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王石安坦言：“辽
宁通过承办冬运会，出色的软硬件会带动整
个地区的体育、旅游、文化、制造等多方面产

业发展。最直接的就是吸引更多的滑雪、滑
冰爱好者来到沈阳、抚顺，极大促进沈抚地区
的冰雪经济。”

此外，王石安认为冰雪运动的相关装备、
设备制造应该成为辽宁冰雪产业未来的发展
重点。“随着冰雪爱好者数量的快速增长，滑
雪服、滑冰服、滑雪板、滑冰鞋等装备的需求
会迎来一个爆发式增长，辽宁要抓住机遇，
力争培养出有影响力的冰雪装备品牌。制
造业是辽宁的优势，目前国内各大雪场的造
雪机、压雪机、索道等设备大部分是外国品
牌，辽宁的企业完全可以进行研发，生产出自
主品牌的设备。”王石安这样告诉记者。

王石安：承办冬运将拉动辽宁冰雪产业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6 月 6 日，由中

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中国围棋协会承办，全
国各省级围棋协会协办的“体总杯”2022中国
城市全民围棋团体联赛总决赛将在北京揭幕，
沈阳棋院三队和鞍山岫岩县一队作为辽宁赛
区的优胜者，将代表辽宁参加本次总决赛。

“体总杯”比赛分为地市组和县城组两个
组别进行，各省（区、直辖市）设分赛区先行选
拔，优胜者入围全国总决赛。辽宁赛区共有
25 个地市组代表队和 16 支县城组代表队参
赛，经过一个星期的争夺，最终沈阳棋院三队
获得地市组冠军，鞍山岫岩县一队则荣获县
城组辽宁赛区第一名，这两支冠军队将代表
辽宁参加“体总杯”总决赛。

据辽宁省围棋协会会长王光介绍：“本项
赛事级别高、参与面广、影响大，属于全国范围
的‘全民围棋’活动。每支代表队由5人组成，
按规则必须有一名女棋手和一名少年儿童参
加，这种赛制更具有全民性、整体性和广泛参
与性，可以充分反映当地围棋的综合水平。‘体
总杯’是国内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围棋盛事，
必将成为一次围棋的跳跃式大普及，极大地促
进当地乃至全国围棋运动的良性发展。”

辽宁两队将参加
“体总杯”围棋赛总决赛

北京时间 5月 31日，在法国网球公开赛
女单比赛中，中国 19 岁女单小将郑钦文 1∶2
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
止步 16 强。郑钦文赛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表示，经过休整身体状况有所恢复，对
自己的首次法网之行表示满意，接下来首先
要养好身体再投入训练。

在 31 日的焦点战中，郑钦文因生理期
剧烈腹痛和右腿拉伤，在第二、三盘比赛中
状态明显下滑，伤势引发球迷关注。郑钦文
表示：“经过一晚的休整，肚子痛稍微好一点
了。腿伤我会跟治疗师进行康复，希望能够
有所好转。”

这位 2002 年出生的湖北姑娘对此次法
网成绩表示肯定，“整体来讲，从第一轮到昨
天和世界第一的对决，从她们身上我学到了
很多，也给自己积累了大赛经验，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里程碑。”

面对赛事头号种子、已经连胜31场的斯
维亚特克，这位19岁的中国“小花”展现出过
人的心理素质。

当记者问及她在赛场上展现出的“大心
脏”是源于性格还是通过训练养成的，她说：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天
生的，大多都是通过后天的努力一点一点慢
慢积累而成的。”

郑钦文坦言，首盘 0∶3 落后时，确实更
加紧张了，扳回两局后，心态反而平稳多
了。“其实我对一开始的状态不是很满意，在
我心目中，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势均力敌的

状态，0∶3 确实让我更加紧张一些，2∶5 落后
的时候，我反而放平了心态，想着还是要好
好打好自己的球，不要去想那么多，这才慢
慢把比分扳了回来。”

郑钦文把场上的顽强表现归功于信念。

“有些时候拿到盘点或者赛点并不代
表比赛结束，在没有真正拿下那一分之前，
我觉得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机会的，秉承着
这样一个信念，我才可以在对手拿到那么
多 盘 点 的 情 况 下 ，依 然 把 第 一 盘 给 扳 回

来。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的心态。”
她表示，发球是自己的一大优势，自己在

正反手的稳定性、速度、力量旋转、底线移动
等方面都不输给斯维亚特克，希望下一次与
她交手的时候，可以是自己期待的结果。

郑钦文告诉记者，很多人都说她的技术
特点非常适合打红土场地，但她更偏向于硬
地赛。“首先，我觉得我的发球在硬地当中可
能会具有更多优势。在硬地场的球速会更
快，便于提高我的反应能力。虽说我知道我
和斯维亚特克都是在红土场上非常具有优势
的球员，但我也希望接下来在草地赛季和硬
地赛季能够有所突破。”

比起给自己设置目标，郑钦文更倾向于
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她说：“胜利都是一点
一滴积累出来的，并不是突然一下就能取得
一场胜利。我更希望自己能专注于每一天的
训练，专注于每一个球。”

观众席时不时传来的“郑钦文，加油！”给
了“小郑”极大鼓舞，她出人意料的表现也赢
得了众多球迷的赞赏，认为她前途无量、未来
可期。

郑钦文说：“非常开心有这么多人喜欢
我，喜欢我的网球，我也希望今后有更多进
步，把更好的网球呈现给大家。我非常享受
在网球场上跟对手竞技的状态，大家的支持
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而非压力。”

郑钦文表示，接下来，首先要让身体百分
之百恢复，再投入到训练以及下一站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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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法网表现 期待更多突破
——专访中国网球“小花”郑钦文

中国选手郑钦文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供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