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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由刘伟强
监制!王晶导演!周润发"黄晓明"洪金宝"吴镇
宇"袁泉"袁莉等主演的黑帮题材电影#大上
海$将于

!"

月
""

日起在全国上映% 片中五个
女人编织出了一张复杂的情网!使得这部江湖
片有丰富的情感脉络!情与义两条线并行&

据该片出品人于冬
!!

日在京介绍!本片
根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的一位黑
帮老大'成大器(的真实经历改编% 其中!周
润发饰黑帮老大的中年)黄晓明饰青年&

当天的发布会上!袁泉)莫小棋)冯文娟)

童菲)郑亦桐饰演的'江湖女人帮(成员分别
介绍了自己的角色与主角成大器的关系&

冯文娟表示!自己与成大器是互相喜欢)

两小无猜的关系*童菲表示!并不知道'成大
器(有喜欢的人!对他是一心暗恋*郑亦桐说
成大器恨自己*莫小棋则说自己爱他!为了他
可以把一切都豁出去*袁泉则坦言跟他不熟%

监制刘伟强说!片中的女人多于男人!情
与义两条线并行!并不会失掉影片的江湖气!

反而会令江湖更丰满%

!!

日#海口市大

中小学生朗诵会广

场演出专场活动在

海口明珠广场举行$

来自海南师范

大学%海口市第九小

学等学校的学生们

表演了诗歌朗诵&颂

歌'等节目$

本报记者 王亦晴
!

文

陈德雄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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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虽然距离跨年夜还有一个多
月之久! 但是网络上关于今年省级卫视跨
年的消息此起彼伏%

!#

日上午
$

江苏卫视在
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披露'幸福领航(

这一主题的新一届江苏跨年演唱会% 该演
唱会重量级明星云集! 其中包括亚洲舞王
罗志祥)王力宏)周华健)萧亚轩)林忆莲)

刘若英)莫文蔚)林宥嘉)林俊杰)黄小琥)

萧煌奇)任贤齐)黄品源以及阿牛!更有韩
国超人气花美男金贤重以及当红团体组合
%&'(

)

)*+,-./01

%

在新一届跨年演唱会的主持阵容方面!

四位当家主持人孟非)李响)李好)彭宇将成
'男人帮(阵容!由刚刚捧回金鹰奖的孟非领
衔展现江苏卫视主持群的睿智风采%在发布

会上!'浪花三人组( 中的两人出现在现场%

任贤齐和黄品源透露因为他们三人很早就
有音乐上的合作!经常玩在一块儿!而且三
人都非常喜欢与海相关的运动!于是就借江
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顺势搭起了一个'浪花
三兄弟(的组合% 虽然任贤齐是第一次参与
内地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但是南京对于任贤
齐来说却是非常的有意义% 任贤齐回忆说!

自己当年金曲作品+心太软$就是在南京出
版发行!也是从南京火到了全国!更因+心太
软$曾霸占南京夫子庙一段时间各大音像制
品店而被南京人冠以'庙歌(的称号%他这次
参加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希望借着南京
的福气顺便宣传自己的新唱片!让自己的音
乐事业再度起航% !小青"

!"#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
$

满国徽 主编
$

王黎刚 美编
$

林海春 体育新闻 ! "

!"$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
$

满国徽 主编
$

王黎刚 美编
$

林海春 文娱新闻 ! "

!!!!!

!!!!!

!!!!!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
!"

号 邮编,

#$"%&'

总值班,

''(&"'''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
"&#

号 广告部,

''(&"(((

发行部,

''(&")))

群众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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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发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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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
!

时
""

分 印完,

#

时
$#

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宁波队主教练刘国栋表示

123456789:

对于屯昌! 宁波海天塑机集团俱乐部
主教练刘国栋非常熟悉% 从

"#!#

年以来!

该俱乐部已连续
2

年将乒超联赛主场放在
屯昌县体育馆举行%

2

年来!热情的屯昌球
迷给刘国栋留下深刻印象%

"#!#

年!屯昌县提出申请举办乒超联
赛后!刘国栋到屯昌进行实地考察%第一次
到屯昌!看到该县崭新的体育馆后!刘国栋
十分兴奋%让他想不到的是!一个经济相对
落后的市县会如此重视体育! 建起那么好
的体育馆%最终!刘国栋将宁波队两场主场

比赛放在屯昌举行%到屯昌打球的王皓)马
龙等球员都觉得屯昌比赛场馆的灯光)球
桌以及空调等设施都是一流的! 非常适合
开展乒乓球比赛%

2

年来! 每年刘国栋都带队到屯昌比
赛!每次打比赛!热情的屯昌球迷都给他留

下深刻印象% '这里的比赛氛围很好!场地
一流!球迷很多% (刘国栋说%

今年! 为了能让马龙等队员在比赛中
打出水平! 让屯昌的乒乓球球迷欣赏到高
水平的比赛%

!!

月
3

日!刘国栋就带着队
员来到屯昌! 并针对王励勤等对手做了专

门的研究% 这两天每当马龙等球员出现在
屯昌体育馆训练时! 都能吸引众多球迷前
来观看% '要让队员在比赛中发挥出应有的
水平!否则就对不起屯昌的热情球迷了% (

刘国栋说%

被一流比赛场地所吸引! 被热情的球
迷所吸引!刘国栋表示!今后如有机会还会
带队到屯昌打比赛! 继续为屯昌的球迷献
上精彩的乒乓球赛事%

本报记者 洪宝光

(本报屯城
!!

月
!!

日电)

海南拳击队夺全国冠军赛两金#成为国内强队$ 它成功的背后有何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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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结束的
"#!"

年全国男子拳击
冠军赛上! 海南队麦清贤和游伦海分别获得
4"

公斤级和
45

公斤级冠军%这是海南拳击队
首次在国内大赛上获得两金!标志着我省拳击
队已迈入了国内拳击强队行列% 省拳击队主
教练张轲认为!在管理)训练强度和技术细节
方面实现了突破是我省队夺两金的关键%

培养拳手冠军意识

'他俩这两年像苦行僧一样生活!训练
馆)食堂和宿舍!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这样
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夺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和
奥运冠军% (张轲说%

45

公斤级拳手游伦海在去年的一次全
国比赛中获得了季军! 他自己感觉还不错%

但赛后!他这种小富即安的心态遭到了主教
练张轲的严厉批评% 张轲说,'要是在前两
年!他获得季军的成绩的确说得过去% 但现

在绝对不行了!我们的目标就是冠军% 我们
要求队员打好每一场比赛!每一次比赛都要
冲着冠军去!以此培养拳手的冠军意识% (

在国内体育界有这样一句话!一名优秀
选手的成长三分靠训练)七分靠管理% 海南
拳击队对麦清贤和游伦海的训练和管理!完
全按照高标准和严要求进行% '我们首先从
管住他俩的嘴开始% (张轲说% 在张轲眼中!

专业运动员的吃喝是件大事% 一堂高质量)

大运动量的训练后! 假如队员不注意饮食)

胡乱吃喝一通! 此前的训练效果会前功尽
弃%这也是不少选手成绩一直无法取得质的
突破的主要原因%

张轲透露!每天他俩训练结束后!必须
在省高级体校的食堂就餐% 在平时的训练
中!他俩只能喝温开水!绝对禁止喝冰水%因
为选手在训练中的身体抵抗力较差!喝冰水
感觉是很舒服!但很容易感冒%

每
!#

秒心跳达
%&

次

在平时的训练中!海南队对麦清贤和游伦
海进行了'特殊的照顾(!经常让他俩的身体达
到甚至超过极限状态%张轲说,'一组三打一的
实战对抗结束后! 他俩的心跳能达到每

!#

秒
26

次% 这个心跳已经达到了人体的极限% (

在刚结束的全国冠军赛上!他俩体能充
沛!从头到尾出拳的速度和力量不减% 张轲
透露!这和海南队平时对他俩实行了车轮战
式的极限训练有关% 这个训练堪称'魔鬼(!

游伦海和麦清贤每次要和三名拳手对打三
个回合!一个回合三分钟% 张轲说,'你不想
动别人就要打你! 在你非常疲惫的情况下!

你还要组织有效的攻防体系%意志品质稍微
不过关的人!就只能抱头挨打了% (

张轲表示!他俩刚开始接触这套训练方
式时很不适应! 麦清贤说自己打拳

!#

年来

都没有这么痛苦过%张轲说,'麦清贤和游伦
海最难受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但又
感到特别疲惫% (他俩经过了近半年的'折
磨(后逐渐适应了车轮战训练% 张轲说,'他
俩的体能和意志品质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

修改技术细节

拳击的技术看上去并不复杂!无非就是
直拳)勾拳和摆拳等拳法!其实这里面的门
道很多% 张轲说,'今年!我们修改了麦清贤
和游伦海不合理的技术动作% (

在刚结束的全国冠军赛上!他俩在和亚
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交手时!技术方面一
点都不吃亏%张轲说,'从今年下半年举行的
几次比赛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随着技术的提
高!他俩控制比赛的能力也增强了不少%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中国乒超联赛屯昌赛区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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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屯城
!!

月
!!

日电 !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吴祖霖"今晚!

"#!"

年中国乒乓球俱
乐部超级联赛第七轮.屯昌赛区/在屯昌县
体育馆举行% 马龙领衔的宁波海天塑机集
团俱乐部以

2

,

#

战胜了王励勤领衔上海金
迈驰俱乐部%

今天的比赛! 宁波队主帅刘国栋派闫
安上场对阵上海队的许昕% 许昕进入状态
比较快!第一局以

!!73

取胜*第二局!闫安
调整战术!以

!!78

取得胜利!将比分战成
!7

!

%在第三局比赛中!闫安以
!!78

击败许昕%

第四局!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最终闫安把握
住机会!以

!97!"

取得胜利% 最终以
27!

战

胜了许昕!为宁波队取得宝贵的一分%

第二场单打比赛由伦敦奥运团体冠军
马龙对阵上海队的王励勤% 第一局比赛中!

马龙以
!!

,

3

获胜% 在第二局比赛中!王励
勤发挥得很不错!一直领先于马龙% 但马龙
迅速调整战术!将比分追成

!#7!#

!最终以
!27!!

战胜王励勤% 第三局比赛中!马龙以
!!

,

8

拿下!以
27#

战胜王励勤!再得一分%

宁波队大比分
"7#

领先%

在男双比赛中!采取三局两胜制!宁波
队派出闫安)翟一鸣组合!而上海队则派出
尚坤)王励勤组合% 最终!宁波队

"

,

#

获得
双打的胜利%

海南围棋大循环赛总决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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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过
!#

日)

!!

日两天的激烈
争夺!0鑫生置业杯( 海南省围棋协会大循
环赛总决赛暨华南业余围棋争霸赛选拔赛
!!

日在海口落幕! 王海业余
4

段以
5

战全
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并捧走

"###

元现金大
奖!获得第二)第三名的分别为任新远业余
4

段和谢刚刚业余
4

段%他们将和付利业余
6

段一起! 代表我省参加
!"

月在广州举行
的华南业余围棋争霸赛高段组比赛%

赛前!全体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和工作
人员为

!!

月
!

日逝世的我国围棋泰斗陈
祖德默哀

!

分钟%

本次比赛采用中国围棋协会最新竞赛
规则!积分编排比赛

5

轮!每位棋手每轮用
时

!

小时
!4

分钟% 我省
"4

名业余
4

段以

上的棋手参加了比赛%

谈到下个月举行的华南业余围棋争霸
赛!冠军王海说!去年在广西举行的那次比
赛!他没能发挥好!多少留下遗憾% 他希望
借助最近的好状态! 在广州打个漂亮的翻
身仗% 华南业余围棋争霸赛是广西)广东)

海南三地棋手参加的围棋赛事! 分名人组
和高段组!冠军奖金

!####

元!并获晋升业
余

5

段资格% 争霸赛由三地轮流主办!明年
赛事定在海南举行%

本次海南省围棋协会大循环赛总决赛
暨华南业余围棋争霸赛选拔赛! 由省围棋
协会主办! 海南星合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承办! 海南金宝莱商务酒店和海南舍得
酒业有限公司协办% !南平"

世界职业风筝冲浪巡回赛明天在海口开赛

%#NOPQRSTUV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

"#!"

.海口/亚
洲沙滩排球锦标赛刚落下帷幕! 另一场高
水平比赛又要在海口上演%

"#!":;<=

世
界职业风筝冲浪巡回赛.中国海口站/将于
!2

日在海口市假日海滩拉开帷幕!来自
!8

个国家和地区的
9#

多名冲浪运动员将角
逐多个项目的冠军%

据介绍! 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包括花式
比赛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男运动员马1
托米) 花式世界排名第三的波兰女运动员
卡1温科沃斯卡)花式世界排名第四的荷兰
男运动员科1兰格利尔以及花式世界排名

第五的瑞士女运动员曼1约果等%

风筝冲浪运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
的体育项目之一! 主要比赛形式分竞速和
花式.空中自由翻滚/两种% 此次在海口将
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比赛%

风筝冲浪比赛对风力条件要求苛刻%

每年
!!

月至来年
2

月!海口西海岸一带风
大浪急! 是国际上少有的可在冬季举办风
筝冲浪比赛的城市之一% 据专业气象组织
预测!

!"

日至
!6

日左右! 海口西海岸一带
风力状况极好! 将为大赛顺利举办提供良
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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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宋敏"

'我从
5

岁起就开始学习打高尔夫球!今年
的业巡赛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 海南是
最后一站!我希望也有信心拿到冠军% (今
天下午!在神州高尔夫球会现场!来自北京
的

!3

岁小将王曦晨说% 此前的比赛中!他
曾在秦皇岛站成功捧杯%

由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
主办!中信银行独家冠名赞助的'中国业余
高尔夫球巡回赛( 全年共有

8

站! 经过北
京)重庆)秦皇岛)青岛)杭州)广州等

5

站
比赛! 作为收官之战的海南精英比洞赛于
!!

月
6

日至
!2

日在神州高尔夫球会开战%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本届精英比洞赛将采取新赛制!

!!

月
3

至
!#

日新增两轮比杆赛作为排位赛% 排位赛
男女子前

!"

名可进入
!!

月
!"

日至
!2

日
比洞赛!与年度优秀选手争夺冠军宝座%

经过两轮排位赛!金诚打出低于标准杆
3

杆的
!24

杆! 位列男子组第一* 周佳怡打出
!23

杆红字!位列女子组第一% 张进)吴豪川)

王曦晨)汤榕健)叶子琪)陈翠霞)李茜娅)张
芸杰将直接进入明天开始的比洞赛%

据悉! 中国
2##

余位职业高尔夫球手
大部分来自'业巡赛(% 中信银行自

"##5

年
开始独家冠名赞助本项比赛! 该行将继续
于

"#!2

年至
"#!5

年独家冠名赞助 '中国
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

!!

日#马龙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012

+ 林肯$ #$%&'()

本报讯 史蒂文1斯皮尔伯格的年度
大作+林肯$已经登陆美国银幕!这部讲述
美国总统生平最后几个月故事的历史大片
一上映就获得了如潮的好评%其实!对于这
种班底和题材的影片来说! 获得如潮的好
评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众多媒体都给予了影片好评! 而好评
则主要集中在斯皮尔伯格对电影语汇和电
影手法的使用以及丹尼尔1戴

'

刘易斯的表
演之上% +娱乐周刊$ 这么评价影片,'+林
肯$是一部巨制!又是一个悖论% 看上去!影
片里所表现的仅仅是梦境! 但是这又是实
实在在的历史% (+纽约杂志$则评论说,'当
影片结束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对林肯知
之甚少% 但是你所了解到的那些!却让你觉
得那是你和林肯一同经历的% (+好莱坞报
道者$把影片划归到'正统影片(之中,'影
片信息量巨大)有趣又非常正统!是一部表
现林肯生活和精神的佳作% (

+综艺 $ 杂志则把好评放在了丹尼
尔1戴1刘易斯的表演之上 ,'虽然历史学
家会对影片的细节和内容有一大堆反对
意见 ! 但是丹尼尔1戴1刘易斯绝对塑造
出了以为美国最具影响力和象征性人物
的特色% (+芝加哥太阳报$的著名影评人
罗杰1伊伯特给了满分四星 !并称 ,'丹尼
尔1戴1刘易斯强大的充满力量的表现使
得 +林肯 $这部电影和林肯这个人物既冷
静又自信 ! 并且具有实现政治意图和希
冀的魔力% (

唱衰的媒体也有!但并不是主流意见%

+纽瓦克明星纪事$这么评论,'对于一个角
色来说!这有点太好笑了!人物形象过于高
大全! 就好像是一副精细制作的银版照片
一样!细腻)精致但是无趣% (+纽约观察家$

则称,'影片有太多的信息!太多的素材!但
却并没有什么新鲜的玩意% 而且斯皮尔伯
格的个人风格也消逝不见了% ( !小讯"

&林肯'剧照

_eKfghijkl:mn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王亦

晴"

!!

月
!!

日晚!'欢乐海口1扬歌有约 (

"#!"

年度全民流行歌曲大奖赛总决赛在万
绿园举行%

!6

名选手展开激烈的角逐!吸
引了众多市民自发前来观看%

据介绍!'欢乐海口1扬歌有约( 大赛
创办于

"##6

年!至今已举办了
4

届!吸引
近

4

万多人次参与 ! 是海南参赛人数较
多 )参赛选手覆盖面较广 )持续举办时间
较长的音乐文化赛事 ! 被喻为具有品牌
号召力 )文化吸引力 )公益影响力的海南
'

;

歌之王 (% 本届比赛以 '放飞梦想1扬
歌椰城(为主题!以 '梦想1公益1文明1欢
乐 (为四张特色牌 !以群众喜爱的流行歌

曲为主打 !设立了海口 )儋州 )澄迈 )琼海
四个赛区% 从

4

月份启动至今!共有
!

万
多名市民报名参赛 !经历了海选 )周赛 )

月赛 )淘汰赛 )半决赛以后 !共有
!6

名选
手进入总决赛% 记者现场看到!在当晚近
两个小时的激烈 '

:;

(时间内 !选手们轮
流上台一展歌喉 ! 激烈程度不亚于国内
知名歌唱大赛%

据介绍!本届比赛举办期间!主办方还
推出了系列公益活动! 组织优秀选手送文
化下乡! 进一步丰富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委宣传部) 海口市
文体局)共青团海口市委主办%

在&战旗'中饰演海归军官

!"#$%&'()"*

本报讯 在江苏卫视
!5

日即将
播出的+战旗$中!'小男人(王雷变身
铁血军官!出演一心杀敌)天不怕地不
怕的'海归军官(金戈%

+金太郎的幸福生活 $中的金
太郎在老爸 )老婆 )岳母的三面围
攻中 !依靠低头 )坚持 )爱与责任
等秘诀成功 '和稀泥 ( * 王雷把一
个受夹板气的小男人演绎得风生
水起 !不仅观众发出 '嫁人当嫁金
太狼 ( 的感叹 ! 王雷也受封成为
'国民女婿 ( %

在即将播出的+战旗$中!王雷的
形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前
处处受夹板气的小男人不见了!取而
代之的是有勇有谋的铁血军人金戈%

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军校毕业的高
材生!受到过良好的高等教育 !举止
洋气讲究!是典型的高富帅 *同时又
勇武有血性!国难当头毅然决然投身
抗战队伍!他智勇双全 !既有沉稳冷
静)有着敏锐的军事头脑 !更有过硬
的实战经验%

剧中! 金戈经历了战友背叛)家
破人亡 ! 失落于土匪老巢等坎坷经
历!最终加入戴金花.王媛可饰/带领

的八路军游击队!一起抗战% 导演毛
卫宁表示!王雷的表演细腻 )情感真
实!抓住了金戈身上'高知()'精英()

'血性()'柔情(的精髓!'找到了表演
最好的状态% (

王雷透露 ! 最初听经纪人谈及
角色就被深深吸引% '我一开始还没
来得及看剧本 !当时问经纪人 !金戈
这个人物有没有最孤独最无助的时
候2有没有两难选择的时候2有没有
生死离别2经纪人都说有%而且又听
说是国军而不是八路 ! 服装又很精
良 ! 我大概就明白是一个承载着怎
样性格的人物!当时就动心了% 这个
戏已经赋予一个男演员所有他想要
的东西了!从形象!从气质 !从变化 !

从情感的复合 !从人物心理的丰富 !

从悲欢离合的情感 !这些都有了 !演
这个戏非常过瘾% (

!小青"

王雷

海口市举办大中小学生朗诵会
广场演出专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