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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NBA球迷之夜取消
湖人籃網關懷活動亦停 今日比賽消息未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肖莫」言論的影響進一步發酵，
在 8 日央視、騰訊相繼宣佈暫停 NBA 相關賽事直轉播安排後，9 日，上海體育
總會發佈公告稱，取消原定於昨日晚間在東方體育中心舉辦的「2019NBA 球

8 日宣佈不會出席 NBA
原本眾多明星
中國賽相關活動後，香港文匯報記

取 消 通 告

迷之夜」。不僅如此，湖人、籃網的 NBA 關懷活動均取消，原定昨日下午召
開的媒體公開採訪延期，也無給定具體時間。

者曾向一位參與 NBA 中國賽相關工作的
人員求證，9 日的球迷之夜及 10 日的
比賽是否會取消。彼時，該工作人
員稱，中國籃協取消了原定於 19
日至 20 日在蘇州和 NBA 發展聯
盟的全部四場比賽，因為關係到
火箭隊下屬的發展聯盟，且
「明星不來但球星在」，言下
之 意 是 對 NBA 中 國 賽 影 響 不
大。

迅速清除海報搬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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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龍2」下周泊深圳 將首航南極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毛麗娟 深圳報
道）為助力 2019 中國海洋經濟博覽會，中
國首艘自主建造的極地科學考察破冰船
「雪龍 2」號，將於 13 日至 15 日靠泊深圳
蛇口郵輪母港，並於 15 日下午首航出征南
極，與「雪龍」船共同執行中國第 36 次南
極考察任務。根據海博會日程安排，「雪
龍 2」號船於 14 日全天和 15 日上午面向公
眾開放，公眾可現場感受「雪龍 2」號的風
姿。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深圳市規劃和自然
資源局了解到，1,200 個網上預約名額在 8
日上午10時被秒光。

北極海冰較少的夏季開展，即便如此，部分
極地海域仍常年冰封，而現役「雪龍」船破
冰能力有限，無法滿足極地學科考察的需
求。「雪龍2」號採用兩台7.5MW破冰型吊
艙推進器，是全球第一艘採用船艏、船艉雙
向破冰技術的極地科考破冰船。雙向破冰技
術使「雪龍 2」號在冰區的操縱性能得以極
大提高，實現冰區快速掉頭、轉
向，尤其是在南極近岸
冰情複雜、水域狹窄的
環境中，極大增強了船

舶的安全性。並且，這也意味着我國極地考
察區域和季節得到了極大拓展和延長。
「雪龍2」號今年首航南極，標誌着我國
極地考察現場保障和支撐能力取得新的突
破，「雙龍探極」時代正式來臨。屆時，
「雪龍 2」號與「雪龍」號將相互配合，發
揮各自優勢，形成雙船作業模式，這將極
大提高極地科考效率，共同助推我國極地
科考事業發展。

雙向破冰增強船舶安全性
具備雙向破冰技術「雪龍 2」號建造工程
由自然資源部中國極地研究中心組織實
施，芬蘭阿克北極有限公司承擔基本設
計，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第七〇八研究
所開展詳細設計，江南造船（集團）有限
責任公司負責建造。雙向破冰是「雪龍 2」
號最大的亮點。中國極地科考主要選擇在南

媒體發佈會延期待定
同一時間，在麗思卡爾頓酒店，原本定
於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的媒體發佈會被告知
延期，具體時間待定。當日，湖人、籃網
的NBA關懷活動亦統統取消。
截至記者發稿，10日的NBA中國賽上海
站比賽還未宣佈取消。但有媒體表示，
「一切都是未知數，現在每個小時都可能
發生變化。」此外，有消息指，NBA 中國
賽深圳賽區的工作人員表示本周六的深圳
賽將正常進行，目前比賽場地周邊正在安
裝宣傳廣告。另有外媒稱，如果中國賽開
始前 NBA 突然把籃網和湖人隊撤出中國也
不會感到意外，因為現在已經到了要考慮
球員安全的地步。
雖然 NBA 總裁肖華已經連夜飛抵上海，
但截至9日晚間8時，仍未有關於他進一步
表態的消息。
球員工會主席保羅在接受外媒採訪時表
示，「這件事我了解的並不多，因為我現
在在訓練營裡。我會盡快去盡量多了解相
關情況。」而籃網中鋒「小喬丹」則在接
受外媒採訪時表示，「很不幸在中國的活
動都被取消了，但我們不是這個領域的專
家，我們擅長的領域是籃球。我們想要來
這裡打球，與我們在中國的所有球迷見
面。」

遷台歷史記憶展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
道）「我家的兩岸故事——遷台歷史記
憶」展 9 日從高雄移師上海在大陸首
展。這場展覽以多元互動方式呈現遷台
人物及其後代真實經歷的影音記錄及文
物，包括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現
代水墨畫之父名家劉國松、蘇州「嚴家
花園」園主嚴家淦四公子嚴雋泰、親送
老兵骨灰歸葬故里的「感動中國」人物
高秉涵、表演與相聲大師宋少卿等，都
貢獻了自己的家藏記憶。
2016 年，台灣沈春池文教基金會啟
動建立《遷台歷史記憶庫》計劃，旨
在呈現出大時代小人物的真實故事，
還原勾勒了一頁頁遷台歷史的流變脈
動。基金會深入兩岸民間調研，擬出
905 位遷台歷史見證者名單，目前已採
集其中714位的歷史記憶。

發掘珍藏兩岸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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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委原書記趙靜波被雙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吉林省紀委監
委 9 日通報，日前，經吉
林省委批准，吉林省紀
委監委對吉林省政府辦
公廳原巡視員、吉林市
委原書記趙靜波嚴重違
■趙靜波
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
資料圖片 審查調查。
經查，趙靜波違反政治紀律，對抗組織
審查；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規收受

但 9 日下午，上海體育總會發佈公
告稱，「鑒於 NBA 聯盟所屬休斯頓火
箭隊總經理莫雷日前發表的不當言論和
NBA 總裁肖華的不當表態，原定於 9 日
18 時 在 上 海 東 方 體 育 中 心 舉 辦 的
『2019NBA 球迷之夜』球迷互動活動予
以取消。」幾乎同一時間，該工作人員
也在朋友圈發了一個禁止標誌，地點定
位在即將舉辦球迷之夜互動的東方體育
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即趕往東方體育中
心，只見場館周邊一圈的道路已無一張海
報，相關贊助商的痕跡也清理得十分乾
淨。整個場館外牆，僅在靠近 2 號門處還
貼有一面或許是沒來得及撕除的海報，一
旁留有少量貼有 NBA 標誌的限流板，不少
工作人員進出搬運着撤走的設備，少量未
運走的「微博 NBA 球迷之夜的牌子」平放

在地面。大批保安駐守在場館外，並配合
在醒目位置張貼印有上海體育總會公告的
紙張。地鐵站出入口放置了喇叭，循環播
放「活動因故取消」。

禮品禮金、違規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
務的宴請；違反組織紀律，不按規定報告
個人有關事項、在幹部選拔任用等方面為
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違反廉潔紀
律，違規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搞權色交
易和錢色交易；違反工作紀律，不正確履
行職責，違規決定重大項目開發和投資；
違反生活紀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
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數額特別巨大，
涉嫌受賄犯罪。
通報稱，趙靜波身為黨員領導幹部，

中國極地研究中心供圖

理想信念喪失，黨性原則全無；組織原
則弱化，濫權妄為，任人唯親；把黨和
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
大搞權錢交易；生活腐化墮落，搞權色
交易、錢色交易，其行為嚴重違反黨的紀
律，已構成職務違法並涉嫌犯罪，且在黨
的十八大後不知止、不收斂、不收手，性
質惡劣，情節嚴重，應予嚴肅處理。經吉
林省紀委常委會議研究並報吉林省委批
准，決定給予趙靜波開除黨籍處分；由吉
林省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
違紀違法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
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所涉財物隨案
移送。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整個
展覽被分為「漂移時光」、「遷台映
像」、「落地成家」、「我的傳家
寶」四大展區，將人物影音和典藏文
物，結合多媒體技術展示，引領民眾

穿古入今。
台灣沈春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知
名台商沈慶京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作為一名「遷二代」，他親身感受了
台灣早年的族群融合問題，更見證了
從大陸遷台的時代歷程。如今自己也
年逾古稀，深感許多老一輩的故事，
如果沒有及時記錄搶救，就會在歷史
中消失殆盡了，十分可惜。除了這次
展覽以外，兩岸同胞如果還有家藏，
也可以交給基金會永久保管。根據他
的設想，今次的展覽將分為四站，上
海之後還將回到台北，年底則在他家
鄉福建展出。發掘和珍藏兩岸的共同
記憶，也旨在讓年輕後代都能夠正確
認識歷史，並且明白兩岸本來就是一
家人，這份血脈相連、同根同源的歷
史淵源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上海市海峽兩岸交流促進會會長李
雷鳴表示，正確認識兩岸同胞同根同
源的歷史軌跡，不斷增強兩岸同胞血
肉相連的親情紐帶，需要兩岸同胞同
心共付的努力，以及持續不懈的守
護。這也是沈春池文教基金會推動這
項工作的重要意義。

■展覽展出的
部分遷台人物
珍藏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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