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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墨尔本1月24日电 2016年
澳网女单赛场上硕果仅存的中国金花张
帅23日以6：1和6：3淘汰美国选手列普
琴科，晋级16强。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
最佳战绩的张帅赛后表示，梦想能够夺
得大满贯冠军。

当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张帅
是否想过夺冠时？这位中国姑娘说：“大
家都可以有梦想，我梦想拿大满贯的冠
军。至于拿不拿，谁也不能预料。可能
有人会说，现在离太远了，才打进16强。
不过，梦想总可以有吧。”

从2008年参加美网开始，张帅曾经
十四次站到大满贯赛场上，不过，每次都
是首轮出局。

张帅说：“八年，一场胜利都没有。不
是等，是拼都拼不下来，那种压力是没有
人能体会的。真的，只有自己知道。再不

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坚持不下去了，都想
退役了。这次是真豁出去了。”

2016年澳网，第十五次踏上大满贯
首轮赛场的中国姑娘爆冷战胜现WTA
世界排名第二的罗马尼亚名将哈勒普。
第二轮中，张帅以两个6：3轻取法国名将
科内特。

张帅说：“也是苦尽甘来吧。我非
常感谢无论过去成绩下滑多少，都给我
鼓励和关心的人，让我能够重新站到球
场上。”

当晚面对现世界排名第51位的列普
琴科，张帅打得轻松而从容，仅用1小时
4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对于这场比赛，张帅对自己的表现
非常满意，“赛前我都会想这将是我最后
一场比赛，我会全力去拼。我想展现最
好的张帅，今晚我做到了。”

晋级16强,创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

张帅：梦想拿大满贯冠军

在比赛过程中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

海南高球青巡赛讲述中国故事
海南国际马拉松
成海南第四大赛事
力争3年获评全国金牌赛事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
昨天举行的2016海南国际马拉松跑友恳谈会上
获悉，组委会称要把海南国际马拉松办成海南省
的第四大体育赛事，力争3年获评全国金牌赛事、
5年获评国际金标赛事，将其打造成为海南国际
旅游岛响亮的营销名片。

三亚市文体局副局长韩建平表示，为保障赛
事圆满进行，三亚市政府将全面调动交通、环卫、
城管、卫生、文体、公安、教育、旅游等各个部门的
力量，通力合作为跑友们提供全面、专业的服务保
障。为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马拉松赛事，三亚市文
体局还会在沿途组织啦啦队为跑友们加油助威，同
时还会在赛道每两公里处安排公里引导员身着特
色岛服，手举代表海南19个县市名称的公里牌，友
情提示跑友所处位置，寓意海南省的19个县市陪
同跑友们共同完成海南国际马拉松的全程。

省赛事中心负责人表示，为了保障选手运动
安全，落实医疗保障体系“五道防线”，届时会安排
专业医师跑者、招募“医”起跑团保障运动安全。海
南国际马拉松将秉承人文赛事、健康赛事、快乐赛
事三点，立足为跑友提供专业、全面的服务保障，

海南国际马拉松2月28日在三亚举行。此
次赛事预计2万人参赛，其中全程为5000人，半
程为5000人，迷你为10000人。届时中央电视
台将对赛事全程直播。

23日，海南首届“知识产权杯”羽毛球邀请赛
在海口开赛。 本报记者 张杰 实习生胡靖明 摄

关注
澳网

英超曼联不敌南安普敦

主帅范加尔遭嘘声
新华社伦敦1月23日电 莱斯特

的神话依旧！23日在英超第23轮比
赛中，这支本赛季最大的黑马以3：0
大胜斯托克城，再次登上积分榜首，
前锋瓦尔迪终结了长达6场比赛的进
球荒，打入了本赛季在英超中的第16
粒进球。

曼联再次受到锋线乏力的困扰，
在主场0：1不敌南安普敦，奥斯丁在
第87分钟攻入了唯一的进球。主教
练范加尔遭到球迷的嘘声。比赛过
程中，球迷们在场上不断高喊：“进
攻！进攻！”

范加尔赛后说：“我们表现得非常
糟糕，因为足球不仅仅需要防守，还
需要创造机会，我们根本没有制造任
何机会。我们的对手也没有制造机
会，对于球迷来说，这是一场很烂的
比赛。”

张
帅

NBA战报（24日）

尼克斯84：97黄蜂
雄鹿99：116鹈鹕

灰熊 101：106森林狼
老鹰95：98太阳
活塞 101：104掘金
湖人 103：121开拓者

2015年海南高尔夫
球青少年巡回赛经过一
年12站的比赛，近日收
杆。在国内，一个省举办
一项超10站以上的青少
年高球赛并不多见。与
国内外青少年高球赛不
同的是，这项比赛每站都
有一个主题，让小球手们
在竞技的过程中了解和
掌握了中国传统文化与
海南社会的现状和发
展。海南省高尔夫球协
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地
说，我们希望通过海南高
球青巡赛给孩子营造一
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比赛主题受点赞

在中秋节举办比赛，在开赛前给小
球员上堂海洋环保知识课，比赛结束后
聘请老师给孩子们讲书法，在纪念抗战
胜利70周年时，球场的18个洞改成抗战
重大战役的名称。率领队员参赛的泰国
高协负责人和希尔斯高尔夫学院负责人
汤姆对此竖起大拇指，他俩说，海南青巡
赛开创了一个青少年办赛的新模式。

去年中秋期间，海南青巡赛举办了
一站比赛。省高协赛后组织球员们一
起做月饼，在做月饼的过程中，老师告
诉孩子们中秋节的来历，为什么中秋节
要吃月饼。王国地说，孩子们做的月饼
像模像样，个别孩子做得还非常精致，
味道也好极了。孩子们把自己做的月
饼拿回家让父母品尝，不少父母都没想
到自己“娇生惯养”的孩子还会做月饼。

青巡赛在双创助残日那天举办了
一场比赛，赛后孩子们见到一位失去双
手和双臂的小姑娘。海南省高尔夫球协
会青少年竞赛管理委员会主任莫壮飞
说，我们组织球手到她家去，这个孩子用
脚握笔写了一行字，祝愿哥哥姐姐们快
乐。残疾小姑娘的乐观感染了小球手
们，他们觉得这名残疾人小妹妹活得这
么阳光，作为同龄的健全人更要好好学
习，关爱父母，好好练球。临走前，小球
手们给这名残疾小姑娘捐款、捐衣物。

去年12月底，青巡赛上演总决赛，
主题为小鬼当家。这场比赛有多名国
外和省外的球手参赛，主办方为了培养
孩子们独立自主和待人接物的能力，特
别让本地小球手在机场接机。不巧的
是，那两天恰逢海口下大暴雨，但孩子
们没有怨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莫壮飞说，一年的比赛结束后，看
到越来越多的小球手们在球技增长的

同时，变得守时、知礼，尊重师长和对
手，他觉得达到了办赛的主要目的。

高尔夫开始走进校园

让高尔夫球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
子挥杆，为未来海南和中国培养高水平
的高尔夫球苗子，是海南青巡赛的办赛
初衷之一。

省高协给省内学校赠送了30多套
球杆，为省内小学生授课的是曾征战欧
巡赛的西班牙人乔治。在澄迈二小的
学生上课时，乔治从站姿、握杆、挥杆等
基本技术教起，将专业的高尔夫知识和
技巧，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嵌入游戏，
教孩子们一些打高尔夫球的基础动作。

莫壮飞表示，去年，海南青少年高
尔夫校园行活动在省内11所小学开展
高尔夫启蒙体验课程。开办这样的课
堂，旨在让更多的海南本地青少年免费

接触和体验高尔夫，从而促进海南青少
年高尔夫运动的推广普及。

青巡赛茁壮成长

满周岁的青巡赛从默默无闻到有
了一些知名度，有几家国内外颇具实力
的商家看好青巡赛，表达了要和青巡赛
合作的意向。

为了使比赛更加公平公正，青巡赛
组委会邀请了国际裁判员执法12站比
赛。同时，组委会聘请了国内著名摄像
师屈晓光录制了8分钟球手们全年比赛
的视频，它记录了孩子们一年的酸甜苦
辣。省内台达、博鳌乡村球会对获得每
站冠军的小球手给予免费打球和吃饭
的奖励。海口的新外滩高球练习场和
白沙门练习场对参加青巡赛的小球员
免费畅打。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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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主演《独臂刀》
爆红的香港著名武打巨星王羽，一周前在泰国曼
谷机场晕倒，被紧急送入当地医院治疗。

据介绍，王羽当时独自一人，幸而他晕倒后机
场工作人员从其行李中找到身份证及公司名片，才
及时通知其女儿王馨平，王馨平等人亦已连夜飞抵
当地医院照顾。王羽入院后被医生诊断为急性脑
出血（中风），已实施两次开颅手术以减颅压，但情
况仍然危急，随时有可能再接受第三次开颅手术。

据悉，王羽2011年6月就曾在内地出现轻微
脑中风，当时左手几乎不能动弹。由于这次病情很
重，故医生透露要待王羽病情稳定后才能评估这次
脑出血带出的后遗症及今后的复原程度。 （钟新）

港星王羽曼谷中风住院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卫小
林）原定1月29日在中国与美国同步公
映的好莱坞系列动画片《功夫熊猫3》，昨
天下午在中国提前点映。记者从海南院
线业内获悉，该片在全国仅点映3小时，
但票房却达到4200万元，创下了动画电
影在中国点映票房的又一全新纪录。

据介绍，动画电影在中国的点映票
房纪录，刚刚被1月16日上映的国产动
画片《熊出没之熊心归来》打破，之前的
纪录由国产动画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创造，当时的最高单日点映票房是586
万元，但《熊出没之熊心归来》的单日点
映票房便达到1200万元，远超《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没想

到动画片单日点映票房纪录，很快又被
《功夫熊猫3》给打破了，“而且《功夫熊猫
3》的点映票房，还只是在3个小时内创造
的成绩，因为全国各大院线都是从下午2
时以后开始放映，最晚场次不超过5点
钟，片方仅给了院线3个小时的点映时
间。”该人士说，可见这部中美合拍的动
画片《功夫熊猫3》有多受欢迎了。

本报讯 海口广播电视台2016
春晚导演组介绍，今年的“海航地产·
唤醒春天”——2016海口市“双创”暨
春节联欢晚会将于1月27日在该台录
制，晚会力图出新出彩，亮点多多。

今年的海口春晚策划伊始，就力图
从主题上打破旧俗，而2015年7月开始
的海口“双创”活动就主题宏大，事迹感
人，这给春晚创作组提供了良机，因此海
口春晚最终定位“双创”主题春晚，这样
既可为观众提供一档高品位的春晚大
餐，又可此为平台动员全市人民深入再
创“双创”佳绩，夺取“双创”全面胜利，这
样的主题春晚，在海口台尚属首次。

为了做精这台春晚，剧组可谓费尽

了心力。节目中，既有反映海口开展
“双创”以来全市人民倾注的热情和力
量的歌舞，又有动人心弦的音、诗、画
和震撼心灵的“双创”故事，还通过现
场连线，展现市民的文明素质。此外，
12位海口广电双创频道当家主持人
亮相，共同敲响新年钟声，唤醒春天。

本台春晚舞台借助先进技术手段
和软件应用，开拓节目创意和包装方
式，完美组合了电视转播、灯光、视频、
服装、道具等制作元素，最终呈现具有
震撼力的舞美设计。而双面LED大
屏，将在海南首次为大家呈现360度
全景舞台效果。

本台春晚的舞台设计融合了中国传
统剪纸艺术，既有仙桃、猴脸、金箍棒等
皆采用剪纸造型，也有戏曲元素和中国
古建筑中的斗拱造型，还有美猴王归来
等。金猴贺新春，现代与古典融合，将为
观众带来时空穿越般的震撼视觉享受。

据悉，晚会将于1月27日在海口
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录制。 （欣欣）

1、小品：冯巩、徐帆
2、小品：乔杉、修睿、娄

艺潇
3、小品：蔡明、潘长江
4、小品：于谦、张小斐、

《星光大道》优秀选手
5、相声：苗阜、王声
6、相声：岳云鹏、孙越

《忍不了2》
7、小品：邵峰、孙涛
8、小品：马天宇、关晓

彤、郭冬临

本报讯 继首期节目播出张晓晗的“爱玩老
爸”故事之后，近日播出的社交服务节目《四大名
助》又播出了一位“极品”老爸与老板的故事，节目
被网友封为“高能高萌”节目。

节目组爆料称：“其实这位老爸是被‘忽悠’来
的，女儿告诉他说‘有节目请你聊聊女大学生的安
全教育问题’，于是他就欣然前往。”节目中，霸道
老爸被网友戏称为“段子手”，因他面对女儿说的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时，竟然表示“阴曹地
府更大，你可以去看到不同朝代的人”。 （欣欣）

《四大名助》学卖萌

本报讯 周星驰贺岁片《美人鱼》将于2月8
日大年初一上映。1月22日，片方再献惊喜，曝
光了首支制作特辑：“喜剧之王培训班”。

特辑中，周星驰导演亲自上阵过戏瘾，为邓
超、罗志祥、张雨绮、林允以及李尚正、田启文现场
说戏，传授“演员的自我修养”。

对于久未在大银幕上看到星爷身影的影迷来
说，此支特辑尤为难得。至于从“喜剧之王培训
班”顺利“毕业”的《美人鱼》“大家族”在影片中将
有如何表现，也成备受期待的亮点。 （欣欣）

《美人鱼》首曝特辑

本报讯 1月23日晚，演戏好、厨艺好、口才
好，在配音界也颇有名的黄磊登上《缘来非诚勿
扰》大秀配音功底，博得全场阵阵叫好。

节目中，来自北京的罗煜和黄磊比拼起了配
音功力，两人分饰经典电影《虎口脱险》中的两大
角色。配音功底深厚的黄磊，以声情并茂的配音
表演博得全场阵阵叫好。而罗煜的表现也相当抢
眼，竟与黄磊不相上下。 （欣欣）

黄磊大秀配音功底

央视猴年春晚节目共有40个
语言类节目8个 新登场类型是哑剧

全国点映3小时狂收票房4200万元

《功夫熊猫3》创动画片新纪录
“海航地产·唤醒春天”晚会27日录制

海口“双创”暨春晚亮点多

8个语言类节目

本报讯 继央视猴年春晚上半场节
目不带妆联排过后仅一天，1月23日，下
半场节目不带妆联排便马不停蹄地在央
视老台址进行。冯巩、潘长江、蔡明、岳
云鹏、孙越、萨顶顶等明星参与了彩排。
经记者初步统计，央视猴年春晚节目共
有40个，其中语言类节目暂定8个。

语言类8节目：
马天宇小品复活

今年的语言类节目审查之严，堪称
史上之最，共有7次审查，往年一般都是
5次，而去年的春晚则是4次审查。在经
过层层筛选之后，春晚语言类节目也由
一开始参加审查的14个节目，减少到了
只有8个节目。而这8个节目中，包括
了刚刚复活的马天宇的小品。

此前，马天宇、关晓彤、郭冬临准备的
小品节目在第五次审查中遗憾被“毙”。
但记者获悉，马天宇和郭冬临的小品复活
了，据此前了解到的信息，该小品内容仍

然延续郭冬临的好人路线，马天宇和关晓
彤都在小品中本色演绎年轻人。

歌舞类真“鲜”：
TFBOYS李易峰全来

据悉，今年总共40个节目中，有32个
歌舞杂魔类节目。此前各路媒体爆料出了
不少影视演员加盟，包括胡歌、刘涛等，王
凯则因不可抗力原因无缘春晚。不过，记
者获悉，春晚不会让太多影视演员“反串”
演唱，为的是保证晚会的演唱水平。

但春晚剧组另辟蹊径，今年的开场
舞或将有不少优秀青年演员加盟。此
前已有报道称，林志玲、梁咏琪、杜鹃三
人的T台秀后，会有歌曲大联欢，不少优
秀青年演员会加入这一环节，具体有哪
些青年演员，备受期待。

而此前审查就已亮相的小鲜肉中，
就有青春活泼的TFBOYS组合、李易峰
等人现身，春晚歌舞类节目负责人称他
们“鲜着呢”。

杂魔哑剧类：
YIF再登春晚舞台

在上半场不带妆联排中，魔术师
YIF出现在了现场。被问是不是来参加
春晚彩排，YIF表示不能透露。但却有
媒体爆料称，YIF此次将在春晚表演魔
术，主题则是“家”。不过按以往惯例，
在几次春晚彩排中，魔术师都不会把最
精彩的部分拿出来，就是担心被观众泄
露出了其中玄机。

除在不带妆联排中看到YIF，记者
还看到今年在东方卫视《笑傲江湖》节目
上脱颖而出的哑剧组合叶逢春、马朋。
哑剧一直都是春晚剧组想加入的节目类
型，上世纪80年代，王景愚表演的哑剧
《吃鸡》就令一些老观众念念不忘。去年
本也有哑剧节目，但最后还是因各种原
因没有机会为观众呈现。今年，《笑傲江
湖》上的叶逢春、马朋的哑剧节目，早早
就让春晚节目组关注到了。 （辛佳）

叶
逢
春
（
右
）
马
朋
在
表
演
哑
剧

李
易
峰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群众工作部：66810660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20分 印完：4时4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功夫熊猫3》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