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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
社里约热内卢8
月21日电 圣火缓缓熄

灭，奥运精神永驻。精彩与遗憾并存，欢

笑与泪水交织，被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评价为“非凡”的第三十一届夏季奥林匹

克运动会21日晚在里约热内卢落下帷

幕。四年之后，奥运会回到亚洲怀抱。

巴赫在致辞中说，过去16天，一个团

结的巴西在困境中展现出对生活难以置

信的热爱感动了世界。“来到巴西时，我

们互不相识；离开这里时，我们成了朋

友。这是在‘非凡之城’举办的一届非凡

的奥运会。”

热情奔放的巴西将闭幕式打造成一

场动感音乐和桑巴舞蹈的狂欢盛宴，突

如其来的雨水没有影响到运动员和观众

的兴致，运动员拿出手机尽情自拍，观众

用一波波人浪将狂欢的气氛烘托到高

潮。

奥运会首次在南美大陆留下足迹，

来自全世界的约11000名运动员极致展

现人类不断挑战和突破极限的运动之

美，田径、举重、游泳等赛场的22项世界

纪录成为历史长河中的过客。

本届奥运会中国派出711人组成的

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参加26个

大项，210个小项的比赛，获得26金18

银26铜总共70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

三。

“女排精神”又一次得以完美体现，

郎平带领中国女排时隔12年再夺奥运金

牌。传统优势项目中乒乓球包揽四金，

跳水拿到8枚金牌中的7枚。中国代表

团在基础大项田径和游泳收获3金。

美国代表团以46金、37银和38铜占

据金牌榜首位，英国代表团以27金、23

银和17铜位列金牌榜第二。最后时刻获

准参赛的俄罗斯代表团以19枚金牌、56

枚奖牌排名金牌榜和奖牌榜第四。

太平洋岛国斐济在

新增项目七人制橄榄球

男子比赛中上演神奇之旅，收获

首枚奥运金牌。新加坡、约旦、越南、科

特迪瓦等也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

跑道上，“闪电”博尔特完成100米、

200米和4×100米接力三个项目的三连

冠。泳池里，菲尔普斯再掠5金，带着总

计23枚金牌“游”出奥运舞台。

“你未痊愈，我不敢老”的丘索维金

娜，第六次参加奥运会创造个人最好成

绩的萨姆索诺夫……一位位老将印证了

坚守的力量。10名运动员组成的难民代

表团走出战火纷飞的家乡，首次站上奥

运赛场，他们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胜利

者。

近1个半小时的表演和运动员入场

过后，本届奥运会举行最后一项颁奖仪

式。在马拉卡纳体育场几万名观众的见

证下，巴赫为获得男子马拉松项目前三

名的运动员颁奖。

刚刚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

委员的俄罗斯女子撑杆跳高名将伊辛巴

耶娃等4人向志愿者代表献花，表达对这

些志愿者辛勤服务的感谢。

奥运五环旗缓缓降下后，由里约市

长帕埃斯交由巴赫，再由巴赫交给下届

奥运会东道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由此拉开“东京八分钟”的序幕。四年后

的东京，将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赛前屡遭吐槽的里约交上了一份满

意的答卷，赛事注重惠及民众，精简节

约，科技环保，创意十足。

悠扬的歌声中，燃烧了16天的奥运

圣火在雨水中缓缓熄灭，舞台中央长出

一棵“参天大树”。雨水浇灭了主火炬，

同时也孕育了世间万物。在标志性的桑

巴热舞和全场大联欢中，奥运会向里约

说再见，下一站东京。

2020年，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8月22日，里约

奥运会落下帷幕，在当天的奥

运会闭幕式中，在里约奥运会

获得乒乓球女单和女团两项冠

军、实现女单大满贯壮举的丁

宁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旗手，中

国女排等作为运动员代表亮相

闭幕式。随后，女排姑娘们找到

了旗手丁宁所站的位置，大家在

一起开心自拍合影，享受奥运会

带给大家最后的喜悦和疯狂。

闭幕式结束之后，丁宁在

微博上表示：这是一场无与伦

比的盛会，是每个运动员梦想

的地方，我们顽强拼搏，全力

以赴，超越自己为国而战，能

够站在这个赛场上我感到很

骄傲自豪，能够担任闭幕式的

旗手这更是无上的荣耀，这份

荣耀并不是我个人的，而是

属于整个中国乒乓球队这

个光荣而伟大的集体，我

作为其中的一员能够代表

担任旗手，我很幸运，也

很幸福，里约再见，下一

站，不忘初心，勇敢前

行，感恩，感谢大家。

（据新体）

丁宁担任闭幕式
中国代表团旗手

告别里约
相约东京

▼丁宁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前右）挥舞奥林匹克会旗

文体新闻�分类广告
2016年8月23日

7

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游 天天发团

我社办理外来工赴金门团体

旅游 欢迎咨询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假日万佳店：88992289

国内旅游，出国旅游，

出国签证 国内外飞机票，

普陀山，九华山，五台山，

省内一至三日游

环球国旅八七路：

83012222-83012666

环球国旅宝岛中路：

83935888-27177777

机票 护照 签证 酒店预订
旅游 南海进香
热线88873666 88873999
富贵路11-19号
（濠江海鲜酒楼内侧）
伟达大厦总部一楼

诚聘
车间主任，发货补片员
18650677955

猛童公司
熟悉欧美风格女童设计
13459596559许

劲爆浪人服饰
靓仔裤子设计师，设计助理
13959728858

假日国旅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车司
机（B1证，本地户籍）
15959520801

布料★花边★松紧带★胶袋
无纺布手提袋★织带★铜扣
合金★铜拉链
等清仓货库存★布料★服装
晓傅13348506999

收购
库存服装13626061995

常年招收2-6周岁幼儿
秋季热招中 聘幼师、保育员、
司机 一园：市体育场一层
88719993
二园：湖滨路160号
83116896

白蚁
朝明白蚁公司，专业防治

灭根88792556

兹有洪秀璇于2016年8
月18日不慎遗失港澳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号码：
H0388179901，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刘德万不慎遗失道

路运输证，号码：

350581004374，车牌号：闽

CVF688，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吕友发于2016年5
月1日不慎遗失身份证，号
码：445122198611211517，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威洁（石狮）中水回

用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5815853317447

不慎遗失金税盘一个，号码：

661509512074，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倪国林/王美芸（身

份证：362531197606165713/

36062219780815004X）遗失由

石狮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于2016年01月30日

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发票号码：00283578，发票代

码:235001592040，金额：

1822268，特此声明作废。

沙发翻新
换皮、布套、维修，订做软包、

硬包13489226510

家政服务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大风车幼儿园

环球国际5A级旅行社

培训

高价收布13348506999

二手市场

服务

人才市场

遗失声明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分类广告 版块类:规格为
4.2cm�3cm每次100元
8.5cm�3cm每次200元

文字类:
标题每字4元
五次以内每字1.5元
五次以上每字1.2元
十次以上每字1元
套红另加收25%;指定位置另加收20%;所有的分类广
告标题两字起刊登,内容中的标点符号不能省略;固
定电话算四个字,手机算六个字。
注:所有广告需刊前付款。

连续刊登3次送1次;刊登5
次送2次;刊登10次送5次;
刊登20次送10次。

服务热线：88795808（上门服务预约）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分类广告客户可通过电话、
传真等发送广告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时间、次数及费用后，客户
可通过网银或附近银行网点汇款至本账号，确认到款后即可安排刊登。

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汇款账号：158300101400012273石狮日报社 兴业银行石狮支行

旅游

法迪曼服饰
生产厂长、跟单员、CAD
打版师、成品仓管、发货开
单员、理单员、样衣工。
1379986788883953999

外协经理1名、外贸业务2名、
会计1名、牛仔版师1名、设计
师3名、跟单2名、理单1名、仓
管1名、车间管理2名。
18859999952 15159580091

诺亚方舟服饰

五星社区居委会招聘数名联防队员
招聘要求：年龄：20—35岁左右；
性别：男；文化：初中以上文化程
度；需能吃苦耐劳（退役军人优先
录取）；如有意者请联系颜先生。
电话：15859783709；地址：
香江路五星社区居委会警务室。

转让
蚶江工业区厂房3
层3680m2，宿舍6层
3062m2，土地面积
3456m2两 证 齐 全
13959883628林

整幢厂房出售
石狮创业路五星
农贸市场附近整
幢1万m2出售。
13636986222

标准厂房出租
服装城旁标准厂房
一层2500多m2，货
柜车可直达，配电
梯、停车场，可分
租。13599985507

整幢出售
港塘街（鼎盛骏景大门

正对面）店面两间1-6

层，回批永久用地有两

证有内装留有电梯

位。13313823888

一楼出租
石狮日报旁一楼

800至 1800m2，可

分租。另配套宿

舍。13905972129

厂房出租/出售
灵秀创业园标准厂
房，7300m2。可分
租，独立围墙，配套
齐全。13788815185
王先生

综合

套 房
汇 峰 广 场
写字楼招租
邱 先 生 ：
13850789669
苏 先 生 ：
13799222899

厂房出租
宝盖科技园卡宾对
面新装厂房二层出
租，每层1500㎡，配
有大电梯，宿舍楼
13559631583
13960219811

欢迎石狮各房产中介公司前来洽谈合作事宜石狮日报�房产超市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房产超市客户可通过电话、
传真等发送广告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日期、次数及费用后，客户
可通过网银或附近银行网点汇款至本账号，确认到款后即可安排刊登。
（客户需将公司和个人有效证件传真至本报）。服务热线：88795808
汇款账号：158300101400012273 石狮日报社 兴业银行石狮支行

学生公寓
华侨中学附近小区
套房，包三餐，专人
负责。另南洋国
际、龙喜华城2-4房
出租88884992

急售
南 洋 国 际 14楼
230.88m2毛坯房，5
房加送11m2阳台，
三面采光低价出
售。18759586533

售13459591444
百德别墅270m2毛坯
仅 8000元/m2，子芳
路2排3间1400m2仅
360万，八七路头排2
间800m2仅360万

【 兴 进 】
175m25200元/
m2，【畔山】精装
3房120万双证
15750987765

出售
湖滨路三房一厅双
阳台，一厨一卫重新
装修113m2，出售35
万两证齐全，送储藏
间12m215377989398

厂房
厂房出售

石 永 路 工 业 区
6333m2，办公宿舍六
层4000m2，标准厂房
三层6000m2，手续齐
全 13107806600

本报讯 8月22日，

记者从福建SBS浔兴篮

球俱乐部了解到该俱乐

部的最新引援动态，俱乐部正式确定新赛季的第二

名外援——前NBA内线球员J�J�希克森，并与之正
式签约。新赛季，希克森将联手此前已完成续约的

德怀特�拜克斯，组成福建浔兴男篮外援组合征战
CBA。

出生于1988年的希克森，2008年第19顺位被

NBA骑士队选中，2009-10赛季，希克森开始作为

球队首发大前锋出场，场均21分钟内贡献8.5分4.9

篮板。2010-11赛季，由于勒布朗�詹姆斯的离开，
希克森成为球队核心，出战80次场均13.8分8.7篮

板。离开骑士队后，希克森又先后加盟国王、开拓

者、掘进、奇才等NBA球队。NBA期间，希克森场

均可以贡献9.5分6.8个篮板，其中单场最高得分31

分，单场最高篮板25个。

福建SBS浔兴篮球俱乐部方面表示，J�J�希克
森是一名运动能力十分出众的球员，他有着十分出

色的进攻能力，同时在防守上也能发挥着不小的作

用。相信希克森的加盟能够让球队的实力稳固进

步，在新赛季为广大球迷奉献更加精彩的比赛。

（记者 李少钧 李琳毅）

福建SBS浔兴篮球俱乐部
正式签约J�J�希克森

侨乡体苑

娱乐星闻
8月22日，记者从知

情人士得到消息，湖南

卫视《真正男子汉》第二

季即将录制，近日处于风口浪尖的王宝强已经不会

参加。

而今年《男子汉》新阵容为杨幂、孙杨、佟丽娅、

黄子韬、蒋劲夫。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湖南卫视的

内部知情人士，他说这个消息基本是真的，领头的

大咖确实是杨幂。

《真正男子汉》曾在去年刮起一阵军人风，王宝

强、袁弘等人在节目中努力奋进的形象令人印象深

刻。记者从知情人士得到消息，《真正男子汉2》即

将在武汉录制。该节目从环节设置到阵容都进行

了升级，加入女兵环节。知情人透露，节目组不仅

邀请到之前一直不愿意参加真人秀的杨幂，还请到

了另一位刚刚升级做辣妈的佟丽娅。

记者致电杨幂工作人员，对于杨幂参加节目的

消息她表示不方便回应。记者从另一知情人口中

了解到：“杨幂和佟丽娅已经确认参加，只是节目组

还不让艺人透露。”

还有知情人告诉记者：“杨幂、佟丽娅、黄子韬、

蒋劲夫为常驻嘉宾，而孙杨为特邀嘉宾，黄子韬和

蒋劲夫先进组，黄子韬将在今晚飞往武汉。”

（据腾讯）

王宝强退出《真正男子汉2》
杨幂黄子韬加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