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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备战 !"#$年奥运会高尔夫球赛! 中国国
家高尔夫球队昨天成立"本届国家队共有 #$

名队员!其中男女各 %人" 我省 #&岁球手李
源入选!这是我省球手第一次入选国家队"

本届国家队男队队员包括梁文冲#张新
军#黄文义#魏巍#李源#李昊桐#何泽宇#陈子
豪" 女队队员包括黎佳韵#张玉阳#林希妤#

王欣#石晓影#阎菁#石昱婷以及冯思敏"

!""'年!%岁的李源开始接触高尔夫
球"此后!他的球技进步较快"特别是最近二
三年他多次在国内比赛中摘金夺银!是国内
同龄组数一数二的青少年高尔夫球员!并入
选中国国家青少年高尔夫球队!是我省首位
入选$国字号%的高尔夫球员" 去年!李源曾
获得了中国高尔夫球十佳少年称号"

据悉! 这支国家队将充分借助举国体
制的优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坚持
长期#系统#艰苦的训练!积极融入国际高
尔夫球高水平职业圈!坚持赛练结合!努力
争取国际积分排名!力争在 !"($年奥运会
上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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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安华杯%!"((年中国龙舟公开
赛澄迈站比赛的 (!支代表队中有 '支来
自广东! 其中中山市小榄镇龙舟队实力最
为强劲!队员里有多名国家队队员!他们也
因此成为本届比赛的夺冠大热门" 尽管被
外界看好! 但该队领队李照辉说&$享受比
赛过程比夺冠更重要" %

中山市小榄镇龙舟队去年曾获广州国
际龙舟邀请赛男子组第二名! 以及亚运会
中国龙舟队选拔赛第三名! 他们有多名队
员入选了国家队! 并参加了广州亚运会龙
舟赛!实力非常强劲"

李照辉说&$我们是第一次来海南比
赛!除了广东的几支船队彼此比较了解外!

对其他船队的实力我们并不清楚! 来海南
比赛一定会争取最好的名次" 发挥出自己
的水平!享受比赛的过程!即使没能夺冠也
不会有遗憾" %

广州骏玛龙舟队刚成立还不到一个
月! 但他们并不想甘居人后" 该队领队为
双胞胎兄弟赖伯俊和赖伯胜! 赖伯俊说&

$我们的队员多为佛山家具行业的老板!平
均年龄 !%岁! 是 (!支参赛队中平均年龄
最小的船队"尽管船队成立还不到一个月!

但我们的目标永远是争第一" %

本报记者 &$%!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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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层层丑闻疑云的笼罩下!第 $(

届国际足联代表大会 )(日下午在苏黎世
开幕"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和瑞士联邦主
席卡尔米'雷伊在开幕式上敦促国际足联
要尽快摆脱腐败丑闻的影响"

开幕式现场进行了歌舞表演! 罗格和
卡尔米!雷伊作为嘉宾在致辞中都谈到了
国际足联糟糕的现状"罗格毫不客气地说&

$我现在不是以国际奥委会主席#而是以一
个真正足球爱好者的身份说两句" 国际足
联正面临指控和争议!正像 ()年前我们国
际奥委会在盐湖城事件中遭受煎熬一样"

最终! 国际奥委会自内而外变成了一个更
加强大的组织" 这需要谦卑" %

说完这些后!他赶快补充了一句&$我不
是在教导你们!也没有指责你们的意思" %

卡尔米'雷伊的致辞更不客气!她要求
国际足联进行改革!认真对待媒体#球迷关
于国际足联$腐败成风%和$不够透明%的批
评"她说&$你们要认真研究这些批评!尽快
采取必要措施改革监管体系!这至关重要!

因为你们这个组织不仅对年轻人而且对全
世界来说都应该是个模范" %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虽然竭力否认他
的组织现在深陷危机! 但他承认现在有些潜
伏的危险正在摧毁国际足联的立身之本(((

$公平竞争#尊重和纪律%的原则" 他表示!将
在 $月 (日的大会上详细谈论这个问题"

$月 (日! 与会的 !"%名来自世界各
地会员足协的代表将逐项讨论大会议题!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选出未来 &年的国际
足联主席"由于布拉特是唯一候选人!与会
代表将鼓掌欢迎他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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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莎社 (日报道!前意甲$射手王%西格
诺里因涉嫌操纵比赛而遭到逮捕"

与他一同被捕的一共有 ($人!其中包
括了前意甲球员# 低级别联赛的现役球员
以及俱乐部官员"这 ($名嫌疑人有 *人直
接被捕!另外 +人在自己的住所里被软禁"

西格诺里属于被软禁的 +人之一"

现年 &)岁的西格诺里曾是拉齐奥的
一代传奇射手!他在上世纪 +,年代三次荣
膺意甲$最佳射手%"

他所卷入的这场赌球案涉案人员多达
)"人!其中还包括博彩店的雇员" 他们构
成了一个犯罪网络的一部分! 每名成员都
有具体分工! 目标是通过口头协议和支付
现金来达到操纵比赛的目的!并从中获利"

李娜再创历史
打入法网四强

hiVjklf&Emnopq

MNP 北京时间 $月 (日晚!在法网
女单 (-&决赛中!赛会 $号种子的$金花一
姐% 李娜以 *&'-$&!完胜 &号种子白俄罗
斯名将阿扎伦卡! 职业生涯首次闯入法网
四强!也再度创造中国女网一项新的历史"

在半决赛! 李娜的对手将是俄罗斯美
女莎拉波娃! 后者以 $&,-$&)横扫了德国
好手佩特科维奇"

李娜此前在年初的澳网大赛上已经创
造历史! 成为第一个打入大满贯赛女单决
赛的亚洲选手! 此次她再次刷新中国选手
在法网大赛中的最佳战绩! 书写了中国女
网新的辉煌" 不过日本名将伊达公子此前
曾在 #++'年打入过法网四强!所以李娜还
只是追平了后者作为亚洲选手在罗兰加洛
斯的最佳战绩"

李娜和阿扎伦卡在此前有过四次交
锋!除了去年在蒙特利尔 #$强战中输给对
手一次外! 李娜取得了包括今年澳网在内
的其他三场胜利" 不过今天是双方首次在

红土上交锋! 而此前晋级路上一盘不失的
阿扎伦卡状态正处于巅峰! 也让这场焦点
大战充满悬念"

比赛开始后!双方势均力敌!前十局
各破发一次后战成 '&' 平" 在第十一局
中! 李娜用一记漂亮的反手制胜球保发
后!以 $&'占据上风" 随后完全主导场上
攻势的李娜在阿扎伦卡的发球局以 &,&,

拿到三个盘点!并在首次机会中就以一个
漂亮的反手制胜球兑现!将首盘比分定格
在 *&'"

第二盘!气势大振的李娜没有给阿扎
伦卡任何喘息的机会!她在第六局依靠一
记正手直线穿越再度破掉了阿扎伦卡的
发球局" 随后李娜抓住对手情绪波动的机
会!一举将领先优势扩大到 '&!"顽强的阿
扎伦卡虽然在盘末发球局中连续化解了
两个赛末点!但坚定的李娜还是抓住第三
次机会!以 $&! 结束了比赛!首次杀进法
网四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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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牛队的$矛%与热火队的$盾%较
量结果是$盾%坚如磐石"

)#日在万众瞩目的 ./0总决赛揭幕
战中!迈阿密热火队凭借最后一节令人窒
息的防守和$三巨头%多才多艺的进攻!主
场以 +!&%&驯服了达拉斯小牛队"

詹姆斯#韦德和波什联手收获 $'分!助
东部冠军热火队在七战四胜的总决赛系列赛
中如愿取得开门红" 而一向以进攻为法宝的
西部冠军小牛队! 则创造了季后赛以来球队
最低命中率))*1)"*和最低分的难堪纪录"

小牛当家球星诺维茨基收获了全场最
高的 !*分!代价是在比赛快结束前中指肌
腱撕裂" 幸运的是! 他受伤的手不是习惯
投篮的右手!只需打上夹板即可继续参赛"

为热火获胜起到关键作用的韦德)!!分#

#,个篮板球和 $次助攻*兴奋地给了詹姆斯一
个拥抱! 而拿到 #+分的波什伸出了三个手指
头(((示意距离总冠军仅剩最后三场胜利"

$感觉好极了!因为这是头一场比赛!

作为一支团队我们打得很棒!%夺得全队最
高分 !&分的詹姆斯说!$我看到了我们能
变得更加强大的路数" %

在对手的出色防守下! 小牛是役仅有
诺维茨基#马里昂)#$分*和特里)#!分*得
分上双!比主队少一人"

$我们是支经验丰富的球队!本周四我
们还有在客场取胜的机会! 显然我们不想
以 ,&!回到主场!%$诺天王%不服地说"

前两节双方交替领先!小牛以 &&&&)领
先结束上半时"第三节热火逐渐占据了上风!

不过当比赛还剩下最后 &分钟时他们也仅以
**&*)领先 &分" 随着$诺天王%抢断球导致
手指肌腱撕裂还被判犯规! 波什命中两个罚
球" 接着上半时仅得 '分的韦德及时站了出
来!他先是封盖对手!再命中一记三分球!瞬
间让本队优势扩大到 +分" 此后詹姆斯的突
破和扣篮将本队的优势彻底转换成胜势"

$他们拥有两位特别出色的终结者!%

诺维茨基分析对手获胜原因时说"

这样! 热火把在总决赛上连胜小牛的
场次扩大到 '场"五年前!他们在总决赛上
连扳四场击败小牛队"

此役!双方除篮板球有较大差异外!其
他技术统计数据十分接近" 力拼防守的热
火在篮板球上以 &$&)$胜出! 从而确保全
场投篮次数较对手多出 #)次!不过他们的
命中率仅比对方高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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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演员争演红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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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表演工作坊出品的$相声系列%第七部作
品+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将于 *月 #*日
至 %月 !*日在武汉#深圳#北京#杭州#长沙#

上海进行巡演" 这是赖声川首部带有自传性
质的舞台剧作品! 旨在通过讲述旅行的经验
来表达关于生命的思考"

该剧大陆制作人可然介绍!+那一夜!

在旅途中说相声,) 月在台北首演!并连演
#& 场!由赖声川编剧#导演!台湾电视节目
制作人王伟忠担任艺术顾问! 相声瓦舍创
办人冯翊纲与演员屈中恒主演"

$旅行和相声!是我生命中两个重要元素"

每隔一段时间会做一次旅行! 每隔一段时间
会做一部相声剧"这部戏!让这两个元素合并
起来了"%赖声川说!该剧主题虽然是旅行!但
要表达的其实是关于生命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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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曾担任+阿凡达,+!,#!,+钢铁侠 !,等好莱坞
大片视觉特效总监的科林'施特劳斯和格雷
格'施特劳斯两兄弟执导的惊险科幻题材影
片+天际浩劫,将于 $月 )日登陆中国" 影片
在以打破常规的叙事和表现方式再现了人类
大战外星人的生死对决震撼场面"

据国内发行方中影公司新闻发言人蒋德
富介绍!影片故事以一个神秘的光束照亮了洛
杉矶开始!成群的人类被其吸引进入巨大的外
星飞船! 而这只是外星生物计划的一部分!他
们的目的是要将人类以及整个文明消灭"

蒋德富说! 讲述外星人攻占地球是好莱
坞最偏爱的题材之一!不过+天际,与+独立
日,等同类题材不同!并非局限于地球人面对
外星人的高科技时不堪一击# 最后要凭借找
到对方的致命缺陷取胜这样的叙事套路"

影片主演艾里克'巴弗尔是俄#法#美三
国混血!曾出演过+德州电锯杀人狂,+橘子郡
男孩,+都市女孩,等片!+天际浩劫,是他首度
担任男主角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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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P 由国际知名导演陈英雄执导#

改编自村上春树同名小说的电影 +挪威的
森林,近日已通过电影局审查!不日将在国
内公映! 而陈英雄还受邀担任本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金爵奖的评委"

小说+挪威的森林,享誉全球!将之改
编成电影! 可以说是去年国际影坛的一个
大事件" 陈英雄作为法籍越南导演能够获
得作者村上春树的亲授版权! 一度引起了
外界热议"对此!陈英雄表示语言的不同不
是障碍&$这是艺术的作用! 艺术是用来跨
越这种屏障的!用来分享!用来沟通!用来
使我们理解那些我们不能理解的" %

+挪威的森林,由松山研一#菊地凛子#

水原希子等日本明星主演" 据悉!在+挪威
的森林,内地公映之前!影迷将有机会在 $

月中旬上海电影节期间提前观看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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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中!杨开慧由周冬雨饰演!毛泽东
则由保剑锋饰演" 该片描述的是青年毛泽
东与何叔衡# 蔡和森等革命密友之间的友
谊" 该片在筹备之初就确定了青春励志的
基调" 但是要在青春年华和坚毅信仰间找
到平衡!不仅对年轻演员来说是一大挑战!

对影片的导演而言亦是功力上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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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以拍摄电视剧见长的演员保
剑锋在电影+湘江北去,中的毛泽东造型
照曝光之后就争议不断"导演陈力一度出
面力撑保剑锋"而保剑锋自己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也再三解释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
演绎有把握"他说&$我在大学时期就读过
所有毛主席的文献和历史资料这是一个
先决条件!演好戏#做好人是我的准则!导

演能够让我演就自然有她的道理!我也有
我的优势"我知道很多朋友前辈都演过毛
泽东主席!这也注定我会被很多人对比品
评!但我个人觉得没有可比性的!我扮演
的毛泽东不会刻意去模仿学习谁!完全是
按照我自己对人物和剧本的理解去塑造
的!我塑造的主席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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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周冬雨饰演的杨开慧亦是 +湘
江北去, 的一大卖点" 但有该片工作人
员介绍! 整部戏拍下来! 周冬雨的戏份
前后加起来可能还不到十分钟" 饰演革
命前辈杨开慧对于影视新人而
言算是一大挑战" 不过周冬
雨很自信!她觉得&$我和杨
开慧的嘴角看起来很像"

我对杨开慧很了解啊!历
史课上有讲到"她在我
心目中是位贤惠#进步
的新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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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澄迈举行
的$!,##年海南省琼剧擂台赛%比赛结果
揭晓"省琼剧院一团和二团获得$优秀表演
团体奖%!省琼剧院一团的林川媚#符传杰!

二团的吉劲旅和海口市琼剧团的张椰云!

获得$个人奖%一等奖"

据了解! 共有 $家琼剧团参加了此次
琼剧擂台赛!' 月 !) 日至 ' 月 !% 日每天
晚上!省琼剧院三团#二团#澄迈县琼剧团#

琼海市琼剧团# 海口市琼剧团和省琼剧院
一团! 先后为观众和评委倾情演出古装琼
剧+昭阳宫怨,+白兔记,+澄江桥,+女太子,

+双珠凤,和+长乐宫,"

$!,##年海南省琼剧表演擂台赛%由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省戏剧家协会#

澄迈县政府主办!省琼剧院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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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恰同学少年,之后!青年演员谷
智鑫第二次饰演毛泽东" 杨开慧的饰演
者李沁在 +建党伟业, 也扮演同一个角
色"

该剧导演选择曾因演青年毛泽东而
获得好评的谷智鑫来演毛泽东! 以及气
质青春的李沁来演杨开慧! 选角上就获
得了观众的认可"

剧中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的爱情被
描述得轰轰烈烈! 也赢得了年轻观众的
叫好! 不过! 杨开慧在雨中对毛泽东大
喊&$我们结婚吧!我给你生孩子!即使你
掉了脑袋!我把孩子养大--%这个场景
在赢得年轻观众欢喜的同时! 也让不少

观众质疑该剧有些$偶像化%"

对此! 编剧之一的刘毅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回应说&$其实好莱坞的电影!多
数都是主旋律!讲的都是保家卫国#家庭
责任!可同样讲得很好看!因为他们讲的
是.人/的故事"我们想要表现的!是那个
百废待兴# 一片混乱却又充满了无数可
能性的时代" %

对于主旋律影视作品$大面积%使用
偶像明星的做法! 观众反应中虽有质疑
的声音! 但大多数还是认同的" +中国
#+!#, 这种偶像剧的表达方式赢得了年
轻观众的高度认可" 有观众评论说&$强
力向大家推荐" 看后既接受了革命历史
的教育! 又受到了人生的启迪和纯洁爱
情的感染! 这样的享受是当今纷繁的文
化作品中所很少能够做得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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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讲述瞿秋白和杨之华生逢乱世!

因为共同理想!杨之华舍下之前的感情跟
瞿秋白在一起!度过了整整十年的婚姻生
活"该片起用只演过一部+山楂树之恋,的
窦骁担纲!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片中杨之华由董洁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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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早前亮相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受
到好评之后!导演霍建起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看好窦骁"他说&$好看的演员的
确很多!浓眉大眼的演员也很多!但是找
一位既具有时代气质又具有个人魅力!还
要符合瞿秋白的气质特色的人很难!找到
窦骁是非常幸运的" %

为了饰演瞿秋白!窦骁也相当卖力不
仅苦学俄语!还细心揣摩瞿秋白的人生经

历" 窦骁认为他们的感
情其实是很$前卫%的&

$他们是彼此生活和事业上
的支柱!他们相偎相依!有着成熟#

前卫的爱情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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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多数人一样!董洁也曾表示接到剧本
前其实对杨之华这个人物了解并不多!之后
读了很多故事! 越发觉得这位女性的伟大"

$她能舍下之前的感情和孩子! 选择跟瞿秋
白在一起!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女性这样
的选择是会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 %

董洁认为&$他们都是有抱负的年轻
人!有想法#有追求!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
么" 可能当下的年轻人也做不到这点!经
常会忽略自己的真实意愿" %

瞿秋白就义后! 杨之华没有再嫁人!

对于这一点已婚的董洁是很能理解的&

$她的精神一直跟瞿秋白连在一起%!而这
份忠贞和追随也成为最打动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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