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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业余羽球俱乐部赛
总决赛陵水落幕

本报椰林12月 18日电 （见习记者林晓
君 通讯员陈思国）12月18日，2016年全国业
余羽毛球俱乐部赛总决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落
幕。江苏新程羽毛球俱乐部和马鞍山龙翔羽毛
球俱乐部二队分别获得甲、乙组混合团体冠军。

据介绍，2016年全国业余羽毛球俱乐部赛
是一项团体积分赛事，从4月下旬郑州站开始，
设有16站分站赛和4站大区赛。共有24支俱
乐部进入陵水站总决赛。

本次比赛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海南省
文体厅、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6年海
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青少年高尔夫球
巡回赛总决赛暨澳大利亚希尔斯青少
年公开赛（中国站）近日在海口观澜湖
球会收杆，共有来自澳大利亚、马来西
亚、泰国、韩国等国内外的103名小球
手参加。

经过此前 11 站 26 轮的角逐，

小 球手们终于 迎来了 年 度 总 决
赛。省高协常务副主席王国地说：

“我们致力于青少年高尔夫人才的
培养和选拔，通过举办巡回赛，让
更多的青少年球员在高尔夫竞技
场上得到更多交流学习和锻炼提
高的机会。”

男子A组冠军被来自马亚西亚

的陈威翰获得。陈威翰前两轮与发
挥稳定的中国球员谢千童并列第
一。决赛轮中，陈威翰与谢千童均
抓到 5只小鸟球，比分一度咬的很
紧。最终，由于谢千童 15 号洞出
现+3，陈威翰以总分225杆（+9）的
成绩夺冠，谢千童则以226杆（+10）
的成绩遗憾屈居第二。李林强、王

梓、黄梓杰、张荣杰分别获得男子
B、C、D、E组冠军。

女子C组，海南著名球员潘洁红
捧起冠军奖杯。张玥、Kanokwan
ngamwong（泰国）、刘映媛分别获得
女子A、B、E组冠军。女子D组，李嘉
赢的表现堪称惊艳。她在第一轮比赛
中，一路par的情况下顺手抓获6只

小鸟，成为本场比赛唯一一位零柏忌
的球员。她第二轮再次抓获 2鸟 1
鹰，以-1的成绩收杆。决赛轮她打
出+1的成绩，以总成绩174杆（-6）夺
冠。

2016年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
巡回赛由省文体厅、省教育厅、省高尔
夫球协会主办。

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总决赛收杆

马来西亚球手获A组冠军

经过一年12站的角逐，2016年
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近日收
杆。这项举办两年的比赛不但在国内
外逐渐打响了知名度，也为海南青少
年高球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较大作用。

在国内，中国高尔夫球协会每年
会与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大企业联手举
办多站青少年巡回赛。不过，由各省
市高尔夫球协会每年举办十几站青巡
赛的省份屈指可数，海南省青少年高
尔夫球巡回赛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例。

省青巡赛的举办促进了海南青少
年高尔夫球运动的普及和进步。两年
前，12岁的李林强成绩在80杆至90
杆之间。通过两年青巡赛的锻炼，李
林强的成绩突飞猛进。青巡赛组委会
负责人莫壮飞说，今年14岁的李林强
已是国内同龄组中的佼佼者。今年他
曾在一场比赛中打出了62杆，是目前
国内青少年球手中单轮最好成绩保持
者。今年，李林强的成绩大爆发，赢得
了3站全国汇丰杯青少年锦标赛的冠
军，在全国冠军赛、张连伟杯赛和全国
业巡赛中多次获得好成绩。李林强
说，参加了两年27站的海南青巡赛的
比赛，让他在技术、心理素质和礼仪方
面有了较大的提高，在比赛中能心平

气和地面对不利局面。今年13岁的潘
洁红包揽了两届青巡赛每站比赛13岁
组的冠军，她在中高协13岁组积分排
行榜上进入了前10名。在青巡赛上还
涌现出了张玥、袁赫汐、刘恩骅、王梓、
李嘉赢、王壹和陈嘉睿等优秀小球手。

组委会聘请了一名国际级裁判员
和两名国家级裁判员执法了今年12
站的比赛，确保了比赛的公平公正。

海南省青巡赛从最初只有省内
小球手参加，到吸引外省小球手角
逐，今年的比赛更上一层楼，马来西
亚、泰国、加拿大、越南、韩国等国家
的小球手慕名参赛。省青巡赛走出
了国门，在泰国、印度举办了两站比
赛，对外推广了海南高尔夫球运动。
省青巡赛的举办也带动了省内高球
界对我省青少年高尔夫球的支持。
莫壮飞说，我省青少年球手在海中海
球会、鹿回头球会、观澜湖球会、海口
新外滩和白沙门练习场等球场能免
费打球。海南博鳌亚洲论坛球会给
2016年青巡赛总决赛5个年龄组的
男女10个冠军球员，提供免费一年
打球的优惠。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省青巡赛逐渐打响知名度
助力海南青少年高球发展 八一3：0胜河南

获男排联赛第二阶段首胜

本报文城12月18日电（记者
刘梦晓）2016-2017赛季男排联赛
第二阶段交叉赛拉开战幕，八一男
排今天在文昌对阵河南男排。八一
男排发挥出色，主场3：0完胜对手，
赢得四强争夺战的开门红。

在第一局比赛中，客场作战的
河南男排率先发威，一开场就2：0
的比分领先八一男排。八一男排并
未慌乱，逐步进入状态，最后以25：
21的比分拿下第一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八一男排开场打
得比较顺。随后，河南男排开始发
力，比分咬得很紧。八一男排艰难
地以25：23战胜河南队。

第三局的比赛双方比分连续打
成平局。在最后的关头河南队连续
出现失误，八一队以25：22拿下第
三局比赛。

⬅ 18日，八一男排在文昌以
3:0战胜河南队，取得了男排联赛
第二阶段的首场胜利。

图为双方队员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2月18日，在迪拜举行的2016年世界羽
联超级系列赛总决赛女子双打决赛中，中国选
手陈清晨/贾一凡以2：1战胜日本选手松友美
佐纪/高桥礼华，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总决赛

陈清晨/贾一凡
获女双冠军

海口举行全国航模赛
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海口站）17日在海

口举办。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景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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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炜东书画展开幕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徐晗溪）“写

意海南·刘炜东书画艺术作品展”今天在海口市
海南尚书馆开展，展出刘炜东书画作品73幅。

展品大多是旅琼画家刘炜东深入海南各地
写生后的作品，因此题为“写意海南”。刘炜东
自2010年起定居海南，常到海南各地采风，手
中画笔饱含深情地讴歌了海南的盎然生机。

展览由海南师大美术学院、省九三书画院、
河南省书画院联合主办。展至12月24日。

■ 冯巍

张艺谋殚精竭虑5年的新片《长城》终于上
映，虽然时逢影市“寒秋”，但票房还算不错，三天
收获4亿多元，在下半年所有国产片中绝对鹤立鸡
群。与此相反，该片口碑却不高，上映四天豆瓣
评分一直停在5.3分，逼近张导史上最烂电影《三
枪拍案惊奇》的4.6分。《长城》究竟在哪丢了分？

笔者认为，首先丢在野心太大。张艺谋曾
说，《长城》要借好莱坞模式，向全球输出中国传
统文化中“有国才有家”的“家国”理念，初衷可
谓相当美好。然而最后呈现的影片，却是中外
军人联合打怪兽的故事，这显然难以包住创意
核心。因为古人打怪兽，怎么也不如《空军一
号》那样的现实题材会让人感觉真实可信。用
了无穷大的力，最后收效甚微。

其次，丢在人物形象干瘪。不少网友把景甜骂
个半死，其实该骂的又何止景甜？从马特·达蒙到
张涵予，从威廉·达福到彭于晏，中外明星没一个人
物塑造得栩栩如生。至于电影最钟情的人性挖掘，
全片更无踪迹，每个人仿佛都为打怪而生，人都成了
纸片人，倒是打怪兽的情节细节成了“主角”，人退到
了怪兽背后，哪还能看到他们身上的“家国”理念？

再次，丢在类型选择不准。一般来说，怪兽
片类型只适合开发纯商业大片，传达理念的任
务会交给剧情类型或动作类型。但不管什么类
型，着力点都应该是挖掘人性。比如《金刚》中与
金刚较量的各色人等，最后都暴露出了自己的
本性。可《长城》让谁看到了人性？老谋子的兴
奋点全落在怪兽身上，人性自然失去了光芒。

当然，张艺谋惯用的大场面和精彩细节，还
是让影迷得到了某种满足。不过如果把更多金
钱和精力用在故事编得更精彩、人物塑造更有
人性、情节更有合理性上，那么，《长城》或许不
至于丢那么多分。

《长城》究竟在哪丢了分？

灯笼椒

本报海口12月 18日讯 （记者
尤梦瑜）在悦耳的童声合唱中，由省
文体厅主办的“回顾经典·路在脚下”
海南爱乐惠民演出暨2017新年合唱
音乐会，今晚在省歌舞剧院唱响。来

自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以下简称
“爱乐”）的6个成人合唱团及一个童
声合唱团近500位演员参加了演出。

音乐会上，爱乐为现场观众带来
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啊，朋友再

见！》《贝加尔湖畔》等20首中外经典
名曲。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合唱曲目，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音乐大餐。
当不少熟悉的旋律响起时，现场观众
也跟着打起节拍，纵情哼唱起来。

海南爱乐新年音乐会海口唱响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12月17
日晚，海口市群众艺术馆举行2016
年公益艺术培训成果汇报演出，向现
场1000多名观众展示了海口市免费
公益艺术培训的丰硕成果。

展演现场，由海口市群众艺术馆
琼剧培训基地——大致坡中心小学
少儿培训班的学员们带来的琼剧表
演《刁蛮公主》选段，赢得了观众的阵

阵掌声。眉眼传神、身段优雅、步履
矫健、唱腔深情，观众王丽君说：“看
到小学生能这样理解和表演琼剧，非
常惊讶，演员水平不逊于专业选手。”

晚会上，共演出了混声合唱《太
行山上新编》、群舞《金色的微笑》、群
口相声《红花绿叶》、少儿舞蹈《飞飞
飞》等14个节目。

据了解，海口市群众艺术馆在开

展免费开放、公益艺术培训等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系列活动中，专门开设艺
术讲座、美术素描、书画、舞蹈、声乐、
器乐等各类培训班，今年2月至12月
共办 47 个班，培训人数 34439 人
次。培训对象从幼儿至各年龄段的
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退休干部职
工等，海口市群众艺术馆也成了海口
群众文化活动的龙头和主阵地。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卫
小林）许多剧迷都看过电视剧《古剑奇
谭》，记者今天从阿里影业海南站获
悉，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简称

《古剑奇谭》）已于昨天正式启动。
据介绍，阿里影业斥巨资打造的

这部奇幻大片，已选定了英籍著名导
演雷尼·哈林执导，他曾为好莱坞执导
过《虎胆龙威2》《绝岭雄风》《特工狂
花》等商业大片，今年上映的成龙新片
《绝地逃亡》也是他执导的。阿里影业
为新片选定王力宏、宋茜、张智霖、柳
岩领衔主演，另有高以翔、高圣远、吴
千语、李媛、伍嘉成等助阵演出。

记者了解到，电影《古剑奇谭》根
据同名游戏《古剑奇谭2永夜初晗凝
碧天》这一超级IP改编，讲述乐无异、
闻人羽、夏夷则、阿阮等人历尽艰险找

到昭明神剑赶赴流月城阻止灾难发生
的奇幻故事。

据悉，该片将于 2017 年 3月杀
青，2018年征战全球银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李
金昱）八一电影制片厂相关负责人18
日在京透露，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电影《血战湘江》的首映和电视剧《淬
火成钢》的播出，八一厂建厂以来先后
组织创作拍摄了23部长征题材影片
和9部长征题材电视剧，为弘扬伟大
长征精神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

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红
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
魂。八一厂作为全国唯一的军队电影
制片厂，把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
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
神，作为影视创作拍摄的重要内容。
1959年，他们拍摄了第一部长征题材
故事片《万水千山》，随后，八一厂把长
征题材作为电影创作富矿，先后拍摄
了《闪闪的红星》《四渡赤水》《草地》

《我的长征》《同心》等一大批家喻户晓
的长征题材影片。同时，他们还采取
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先后拍摄
了《在长征的道路上》《今日长征路》
《不能忘却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
等纪录片，拍摄了歌剧《红鹰》、舞台艺
术片《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歌》和
电视剧《雄关漫道》《绝命后卫师》等，
多类型、多风格、多角度、多渠道热情
讴歌伟大长征精神。

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八一厂联合社会力量集中
创作拍摄了电影《血战湘江》《勇士》
《信仰者》《大会师》《生死96小时》和
纪录片《再说四渡赤水》以及电视剧
《淬火成钢》等9部长征题材影视作
品，全方位、全景式再现了80年前长
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先后创作23部长征影片和9部长征电视剧

八一厂拍32部影视剧弘扬长征精神

长征题材电影《血战湘江》剧照

海口举行公益艺术培训成果展演

王力宏宋茜张智霖柳岩领衔主演

电影《古剑奇谭》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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