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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海南预备役师纪
念建党 !"周年系列活动在专场文艺晚会
$永远的旗帜%中拉开帷幕&

来自海口'琼海'儋州'三亚'东方等市
县的预备役部队官兵(纷纷带来独唱'器乐
演奏'歌舞等节目参加演出&整场晚会高潮
迭起(将海南预备役部队官兵一心向党'永
远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情怀进行了淋漓
尽致的展示&

晚会在开场鼓乐)威风鼓韵*中拉开序
幕(撼人心魄的鼓声配着演员们富有节奏的
动作(展示了海南预备役部队官兵在党旗指
引下(向着伟大理想迈进的豪情壮志& 舞蹈

)不能忘却的记忆*( 把观众带回到 !"年前
那段峥嵘岁月中& 京剧演唱)红色娘子军*(

表现了娘子军女战士勇敢拿起枪与敌人殊
死抗争的感人场景& 舞蹈)惊涛骇浪*(向观
众展现去年那场特大洪水灾难来临时(海南
预备役部队官兵冲锋在抗洪抢险一线'与洪
魔抗争的感人壮举&最后(晚会在大合唱)我
是天涯后备军*中落下帷幕(雄壮的歌曲与
高亢的和声(展现了活跃在宝岛海南的国防
后备劲旅海南预备役师的英雄形象&

据了解(为纪念建党 !"周年(海南预
备役师还将举行+永远的旗帜%其他系列活
动(包括$嘹亮军歌献给党%歌咏比赛'$跨
越 #$年%海南预备役部队建设成果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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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的海口人大会堂掌声热烈(琴声悠扬&

%&##感动中国母子组合励志音乐会( 以青
年钢琴家吴纯母亲吴章鸿女士的演讲开
场(以吴纯优美的钢琴演奏(感染了会场里
座无虚席的观众&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晚 $时许(

音乐会在吴纯母亲吴章鸿女士的演讲中拉
开帷幕&吴章鸿女士以吴纯成功为例(讲述
了帮助孩子走向成功的方法( 如言传身教
做好榜样(尊重孩子因材施教(重视家校联
系(实行逆向关怀(随时当好参谋长(在放
弃中收获( 在委屈中平衡( 在妥协中前进

等(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时 '&分许( 吴纯钢琴演奏会在吴纯
弹奏的一曲格拉纳多斯的)稻草人*中拉开
帷幕& 其后( 吴纯以其娴熟的钢琴演奏技
法( 为海南钢琴爱好者演奏了斯卡拉蒂奏
鸣曲'拉威尔的)幻影*选曲)夜之幽灵*'李
斯特的)(小调奏鸣曲*'巴拉吉列夫的)伊
斯拉美*东方幻想曲'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作
品 $#))告别*'拉赫玛尼诺夫的)波尔卡*'

舒曼的)托卡塔*'肖邦的)英雄波兰舞曲*

以及 )翻身的日子*')彩云追月*')百鸟朝
凤*三首中国名曲& 精彩的演奏(娴熟的技
巧(震撼了全场观众&

今年仅 %! 岁的吴纯拥有 * 个海外钢
琴博士学位( 曾获 +,项国际音乐大奖(还
是李赫特国际钢琴比赛中最年轻的评委(

是中西方钢琴演奏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本次钢琴音乐会被列入海口市 $阳光
海口,娱乐之都,品位之城%精品文艺演出&

《《《《《《《《《《《《《《《《《《《《《《《《《《《《《《《《《《《《《《《《《《《《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财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栈》》》》》》》》》》》》》》》》》》》》》》》》》》》》》》》》》》》》》》》》》》》》下月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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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S 由博纳影业集团出品的
%"++暑期档爆笑武侠喜剧)财神客栈*(将
于 ,月 %$日登陆全国各大院线&该片由黄
金搭档王晶'元奎精心打造(并汇聚了谢霆
锋'张家辉两大影帝以及蔡卓妍'黄奕'佟
大为'刘洋等一众实力影星领衔主演&

凭借)证人*')线人*先后获香港电影
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之后(谢霆锋'张家辉
两位影帝一改警匪动作片中的苦闷与纠结
形象(在轻松爆笑的古装武侠喜剧)财神客
栈*中再度联手& 久未演出喜剧的谢霆锋(

在)财神客栈*中饰演了衙门内的$临时%衙
差(形象帅气'身手了得(与$最佳损友%张
家辉一同插科打诨(演绎出了令人意想不
到的爆笑桥段& 而以王晶电影出道的张家
辉(此次则投桃报李(重新演起了喜剧片(

更不惜屈尊乔装丑怪造型(与谢霆锋一起(

一个负责耍帅(一个负责搞笑& 最终(没想
到两个无名小衙差却揭开了江湖中的惊天
大阴谋&

对于和两位影帝主演的再次合作(导
演王晶说道!$通过)证人*')线人*的合作(

其实他们两个已经非常默契(到了这部)财
神客栈*(我都变得很省事了(只要跟他们
简单一沟通( 他们便会了解到我的意图&

以我拍戏的经验来说( 这样轻松的环境下
拍摄出来的电影(通常都会很好看(就像自
动挡一样(很顺& %

作为娱乐与动作方面的两大高手(王
晶和元奎在各自的领域内均建功卓著&

此前(两人联手的作品中(不乏)鼠胆龙
威*')新少林五祖*这样深入人心的经典
作品& 此次配合)财神客栈*两大影帝的
强力阵容( 王晶的娱乐性与元奎的动作
高招再次相得益彰(成了新片中的一大亮
点& 谈到两位导演再次合作有何出新时(

元奎透露(这部新片在人物性格'感情和
动作配合上下了不少功夫(王晶则说$元
奎我们两个老朋友了( 合作了很多次(我
们互相知道对方长短(元奎也是和我最能
合拍的动作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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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年海南省琼剧表演擂台赛%相结
合的海南省第二期琼剧传习培训班( 在今
天上午专家点评和研讨昨晚省琼剧院一团
表演的)长乐宫*之后宣告结束&

第二期琼剧传习培训班 '月 %-日开
班(为期 ,天(培训内容涵盖琼剧编剧'导
演和唱腔音乐设计等领域& 先后由编剧邢
纪元主讲)戏剧创作之人物篇*(作曲陈世
文主讲)琼剧唱腔介绍*(导演周冰主讲)戏
曲创作多样化格局是发展趋势*(编剧冯所
庆主讲)琼剧创作体会谈*(作曲张拔山主
讲)琼剧语音'音韵及板腔运用*(导演黄良
冬主讲)导演和剧本*(作曲周庆辉主讲)琼
剧唱词格律及唱腔功能*(省琼剧院创作研
究室主任符实主讲 )琼剧非遗保护与传
承*(编剧陈涣主讲)戏剧结构*&

据了解( 参加本期培训班的学员来自
全省各专业和业余琼剧团( 其中包括省琼
剧院创作研究室的全体人员( 其他专业琼
剧团的业务团长'艺术骨干'业余作者和澄
迈县琼剧团的主要演员等共 *"余人&

据介绍( 琼剧在 %""$年 ,月入选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为使具有
*""多年历史的琼剧艺术发扬光大( 琼剧界
十分重视对琼剧的保护传承和开拓创新(去
年 +"月份已在海口举行了首期培训班&

本期琼剧传习培训班由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 省戏剧家协会和省琼剧院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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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由周迅'陈坤'赵薇'冯绍峰'杨幂'费翔'

陈廷嘉主演的电影)画皮!*%!日在京启动&

作为)画皮*的续集(该片将不再纠结于三角
恋故事(而冯绍峰'杨幂'费翔'陈廷嘉的角
色(更为该片加入了许多神秘气氛&

关于)画皮!*是否会从)画皮*三角恋
的关系出发继续延伸故事的脉络(陈坤说!

$当然不会再是男女三角关系( 简单来说(

看似我们仨每个人在与对方较劲(实际上

都是在与自己较劲& %

赵薇此次角色摆脱了以往隐忍的正室
夫人形象( 周迅也表示这次角色跟陈坤关
系不大($最后我到底做了什么( 结局还可
以问赵薇(%周迅说&新晋当红偶像$峰幂组
合%在)画皮!*中实现了二人首度大银幕
合作($我们在电影中不仅历经了情劫(还
有生死劫& %杨幂称& 费翔和陈廷嘉的角色
与故事更充满了神秘&导演乌尔善说(二人
一起出演了一个神秘王国中的神秘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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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刚刚出台的中国电影家协会)%"++ 中
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对 %"++*%"+'年中
国电影市场发展趋势作出如下预测! 中国
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报告同时预测!接下来的 '年(中国电
影市场将打破垄断格局' 形成多元发展局
面-电影院建设将进一步向地级'县级城市
发展-$品牌%效应将拉动影院发展-动画电
影将成为电影市场黄金板块&

总计 ',万字的)%"++中国电影产业研
究报告*( 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
主持调研'撰写的第 '本中国电影产业年度
研究报告(%"".年推出以来备受业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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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于巴
塞罗那队( 弗格森引领的曼联队 %$日与欧冠
联赛奖杯擦肩&这位 ,!岁的老帅赛后坦言(巴
萨是他所见过的最强大的队伍(但又一次失利
不意味着绝望(而应成为继续进步的跳板&

在伦敦的温布利球场($万多名观众见
证了西甲$巨人%的不可一世& 凭借佩德罗'

梅西和比利亚 *名前锋的进球(巴萨 *!+力
克$红魔%(-&岁的少帅瓜迪奥拉得以 *年内
带队两夺欧洲俱乐部至高荣誉& %&&!年(巴
萨在欧冠决赛中击败的也正是曼联(而那也
是瓜迪奥拉执掌巴萨帅印的第一个赛季&

已担任曼联主帅 %'年的弗格森赛后直
言!$在我作教练的日子里( 巴萨是我所面对
过的最棒的队伍(这我必须承认&他们的打法
很正确(他们享受着足球(他们的传球让你感
到迷惑(而我们压根就没能控制住梅西..%

$世界上最糟的感觉就是从奖杯旁经
过(但却摸不到它& %这是弗格森数年前用来
激励球员的话&而今(又一次体验这种感觉(

$爵爷%固然感到失望(但不会因此而绝望&

$这/击败巴萨0当然不会容易(但终归是个
挑战(你不应该害怕面对挑战(至少我们已
经证明我们在欧洲这些年成绩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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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他可能告别诺坎普的传言(瓜迪奥
拉在赛前拒绝表态& 而当巴塞罗那队 %$日
以 *!+击败曼联队登顶欧冠联赛后(这位 -&

岁的巴萨少帅明确表示(他还想再干一年&

自 %&&$年接过巴萨帅印( 瓜迪奥拉 *

年内已经带领球队拿下 +&个冠军头衔(其
中两次斩获欧洲俱乐部的至高荣誉(两次都
是在决赛中以让人信服的方式击败英超豪
门曼联&

+我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当这些球员的教
练&当然(这也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一旦失
利(工作就会变得非常艰难(%瓜迪奥拉说(

+现在(我的计划是接着干一年(至于接下来
怎样(还要到时候再看& 我的生活由激情决
定(一旦激情消失(我就会选择回家休息(等
到找回激情的时候再重新开始执教& %

有记者告诉瓜迪奥拉(曼联主帅弗格森
称( 他之所以能带领球队取得无限辉煌(是
因为巴萨队中有梅西这样的天才& 对此(瓜
迪奥拉也并不否认& +梅西是我见过的最出
色的球员(而且大概是我这辈子可能见到的
最优秀的球员& %再加上哈维'因涅斯塔等诸
多同样难以替代的球员(巴萨的阵容让人艳
羡& +如果我要换个俱乐部(我的未来会很艰
苦(我会想哪里还有这样的球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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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伦敦温布利球场成
为全世界足球迷的焦点(巴萨与曼联在那里
进行欧冠的巅峰对决& 而在福建武夷山(来
自全国各地的 %&&多名球迷欢聚一起(参加
由欧冠全球合作伙伴喜力啤酒举办的观赛
活动(在巨幅大屏幕下(球迷们彻夜看球'狂
欢(尽享欧冠巅峰决战带来的激情体验&

自前年开始(在欧冠决赛的日子(喜力
都会在中国举行欧冠决赛的球迷观战体验
活动& 前年在内蒙古月亮湖举行(去年到了
北京万里长城&今年则把观战地点设在武夷
山巅( 活动规模为历届最大& %&&多名球迷
中( 除了喜力公司各地经销商的特邀嘉宾(

还有在+看欧冠(喝喜力%系列活动中获胜或
中奖的消费者& 海南有 *位消费者幸运中

奖(参加了此次武夷山看欧冠活动&

此次武夷山看欧冠活动历时三天两晚(

球迷们在武夷山漂流' 登山( 领略大自然美
景&%$日晚(此次活动达到高潮(%&&多名球迷
欢聚一堂(观看欧冠巅峰之战& 观赛活动从晚
上 +&时就开始了(球赛开始前(安排了表演'

抽奖'桌上足球决赛等多个项目&球赛开始后(

球迷们明显+分化%成支持巴萨或支持曼联的
两大阵营(支持巴萨的阵营看起来更为庞大一
些& 比赛结束后(举行终极抽奖(因为巴萨获
胜(支持巴萨的球迷获得抽奖资格(一名女球
迷幸运被抽中(获得 +万元现金大奖&

海南参加此次活动的三名幸运消费者都
是 %&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们平常其实并不是
十分喜欢看足球(参加此次活动后(他们表示(

看足球比赛太刺激了(他们也成了足球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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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苏迪曼杯比赛正在青岛如火如荼
地进行(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摆在世界羽联面前(那就是参赛队
伍在近几届锐减(对此(世界羽联主席姜荣中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只做出了尴尬回应(将其归结为+有实力参加混合团体赛
的球队没有以前那么多%&

作为羽球最为重要的团体赛之一( 苏杯在 +!!.年曾经吸引
'!支参赛球队(达到了顶峰& %&&.年在格拉斯哥举办的苏杯也有
-$支队伍参赛(直到 %&&!年在广州举行(苏杯的参赛队伍骤减为
*-支&而今年来到青岛参赛的队伍只有 **支(是苏杯创立以来除
首届外参赛队最少的一次& **支队伍甚至还不及世界羽联会员协
会的四分之一&

针对这一问题( 世界羽联主席姜荣中的回答显得丝毫没有说服
力& 他表示!+苏迪曼杯是混合团体赛(拥有这样混合组队参赛实力的
球队没有以前那么多(各个队伍会根据自身的实力有选择地参赛& %

当记者追问是否因为羽毛球在全球推广情况不佳时( 姜荣中
的回答也颇为让人意外( 他说中国羽毛球的发展速度确实要比其
他会员协会快一些(但在欧洲打羽毛球的人也很多&

然而盖德则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他说!+欧洲的年轻人更
愿意选择足球'网球'水上项目(而不是羽毛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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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南农垦,热带天堂%杯全国桥牌混
团邀请赛今天在海口结束&经过激烈的角逐(

广州橙队' 广州红棉队和吉林桥友队获得了
前三名&

来自国内的 *&支队伍的 +'&多名选手
参赛(其中包括世界桥牌皇后王文霏'世界冠
军阎茹'王礼萍'康蒙和乐林等桥牌高手& 本
次比赛赛制采用瑞士移位(奖励前 $名&该赛
事已被中国桥牌协会纳入+%&++年度全国桥
牌竞赛计划%&

世界桥牌皇后王文霏说!+只要是在海南
举办的比赛我都会到场参赛(混团比赛更具趣
味性(参赛的业余选手和专业选手都以娱乐为
主(男女结合的混团形式减少了牌场上争吵的
机率& 目前桥牌比赛中混团比赛形式少(但却
是最融洽的一种比赛形式(值得推广&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海口市人民政府'

人民日报社海南分社和省桥牌协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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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海口市小学生国际象棋联赛经过两天
的激烈角逐今天结束(共有来自海口市 %&个
小学代表队的 '.,名小棋手参赛&

本次比赛分九个组(最终获得一'二'三'

四'五年级男子组冠军的分别是 %,小的廖成
烨'九小的王靖皓'华兴的何 颢'寰岛小学
的罗炯和九小的吴泽磊&获得一'二'三'四年
级女子组冠军的分别是 %'小学的刘云菲'++

小的潘好'九小的李朵和九小的林岱含&获团
体总分前三名的分别是九小'++小和 %'小&

本次比赛是海口市全民健身进学校活动
之一(同时也为庆祝+六一%儿童节举办的一
次公益活动&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教育局' 海口市文体
局'海口市团委和海口市妇联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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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今年 *月( 世界羽联颁布新规(

要求女选手从 '月起必须在大奖赛以上级别的赛事中着短裙上
场(随着各队反对声日渐高涨(世界羽联不得不将生效期改至 ,

月(然而正在青岛出席苏迪曼杯的世界羽联主席姜荣中在 %!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裙装令%将再次延期&

此前(世界羽联第一副主席派桑曾表示(将于 %$日在青岛
召开的年度大会上讨论是否确实要在 ,月推行+裙装令%(还是
就此废止它(但这次会议却没能产生最终的结果& 姜荣中透露(

世界羽联还在+慎重地%讨论这一问题& 这意味着+裙装令%将不
可能在 ,月份如期执行(这一尴尬的规定将不得不再次延期&

姜荣中在接受采访时再次重申了世界羽联引入+裙装令%的
初衷(是希望在羽毛球比赛中融入更多美的元素&他还举例称花
样滑冰的女运动员都穿裙子比赛( 此外花滑还融入了舞蹈'音
乐'时装展示'体育技巧等众多元素(给人非常美的感觉&

但事与愿违(+裙装令%刚一出台便陷入四处碰壁的尴尬境地&

包括中国'印尼'丹麦和瑞典等羽球强国纷纷提出异议& 无奈之下(

世界羽联只好退让(先是给出+只要最外层穿裙子(里面穿短裤'长
裤'裤袜都可以%的实施细则(随后又将原定 '月生效的+裙装令%

推后再议(甚至不排除在青岛举行的会议上废除该项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