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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启动

海南队3名球手入选
国家职业高尔夫球队

运动会分为4个部分举行 比赛和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本报海口 5 月 18 日讯 （记者王
黎刚）
“我要上全运”暨 2017 年海南省
全民健身运动会启动仪式今天上午在
海口举行。本次运动会共分单项比
赛、全民健身大擂台、水上项目和集中
比赛 4 个部分举行。
一是单项比赛。这些比赛分别由
我省各单项运动协会负责承办，比赛
项目共有 40 项，都是群众参与性高、
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
如九人排球、农

民篮球、武术、五人足球、门球、健身气
功、国际象棋、电子竞技、体育舞蹈、广
场健身操舞等。比赛从 5 月份开始已
经在我省各地陆续展开，将一直持续
到年底。二是全民健身大擂台。精选
了群众参与方便、关注度高的跳绳、立
定跳远、引体向上、足球射门、俯卧撑、
仰卧起坐、踢毽子等 7 个活动项目，从
6 月份开始，在全省各市县以大擂台
的形式，全面展开预赛，
群众可以现场

报名，
现场参赛，
扩大了活动的影响力
及群众的参与面。三是水上项目活
动。将利用海南四面环海、河流众多，
水上资源丰富的特点，结合海南水上
运动季，集中开展帆船帆板、冲浪、龙
舟、潜水等群众性水上项目活动。四
是集中比赛。8 月 8 日，运动会开幕式
将在海口世纪公园广场举行，9 日至
11 日为集中比赛时间，全省各市县健
身达人将汇聚一起，
切磋健身技艺。

大侃台

在北京时间 5 月 18 日进
行的意大利杯决赛中，尤文图
斯凭借阿尔维斯与博努奇在上
半 场 的 进 球 ，2：0 战 胜 拉 齐
奥。尤文不仅第 12 次夺得该
项赛事的冠军，也成为首支实
现三连冠的球队。
尤文将在 21 日第 37 轮的
意甲比赛中对阵克罗托内，只
要战胜对手，便可提前一轮获
得联赛冠军。

■ 阿成

右图：尤文球员在颁奖仪
式上庆祝。
新华社发

西甲补赛4：
1大胜塞尔塔

皇马末轮战平即可夺冠
据新华社马德里 5 月 17 日电 在
17 日进行的一场西甲足球联赛补赛
中，皇家马德里客场 4：1 大胜塞尔塔，
C 罗在比赛中梅开二度。在联赛只剩
一轮的情况下，皇马只需再拿一分便
可夺冠。
在上半场的比赛中，皇马凭借 C
罗的破门取得 1：0 的领先。下半场开

众项目比赛和高尔夫球业余比赛。从
4 月份开始，省文体厅就按计划委托
各单项体育协会，在全省各地开展了
以
“我要上全运”为主题的选拔赛。目
前，乒乓球、龙舟、气排球、国际象棋、
中国象棋、围棋、柔力球、太极拳、健身
气功、航空模型、笼式足球、高尔夫等
项目的选拔组队工作已经完成。象
棋、太极拳、柔力球等项目已经组队参
加了全运会预赛。

巨头抱团“毁了”
分区决赛

尤文意大利杯 三连冠

文娱新闻

本次运动会时间跨度从 5 月份到
12 月份，
比赛基本遍及全省每个市县，
做到了月月有比赛，
周周有活动。为突
出全民参与的办赛理念，
比赛场地将尽
可能安排到群众健身休闲汇聚地，
让老
百姓充分感受到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将于今年 8
月在天津举办，国家体育总局对全运
会进行了重大改革，增设 19 个群众比
赛项目。据悉，我省组队参加 18 个群

场不久，C 罗禁区左侧劲射入网，将比
分改写为 2：0。随后的比赛，塞尔塔
球员阿斯帕斯累积两张黄牌被罚下
场。尽管主队在第 69 分钟扳回一城，
但之后本泽马与克罗斯相继建功，将
最终的比分定格在 4：1。
全取三分之后，
皇马目前积90分在
积分榜上排名第一，
领先排名第二的巴

塞罗那 3 分，
只要在最后一轮比赛中与
马拉加战平，
皇马便可夺得西甲冠军。
在欧冠赛场，皇马已打进决赛。
如果能击败尤文图斯夺冠，皇马本赛
季将成就欧冠和西甲
“双冠王”
。
皇马上一次赢得西甲冠军，
还要追
溯到 2011-2012 赛季，当时主帅穆里
尼奥带领皇马以破纪录的100分夺冠。

NBA 常 规 赛 排 名 通 常 不 会 骗
人。季后赛已打到分区决赛，几乎
全是排名高的球队淘汰排名低的球
队。唯一的例外是爵士淘汰快船，
其实两队常规赛战绩相同，快船只
是凭相互间对阵占优排名高一位，
而他们被淘汰，一个重要原因是主
将格里芬伤退。
NBA 常 规 赛 排 名 有 时 也 会 骗
人。东部排名前两位的凯尔特人和
骑士会师东决，
恐怕没几个人相信排
名第一的凯尔特人获胜希望更大，大
家都心知肚明，
骑士不太在乎常规赛
战绩，季后赛他们将变成另一支球
队。北京时间 5 月 18 日的东决首场
比赛似乎已提前揭开这个系列赛的
胜负悬念，凯尔特人毫无获胜的机
会。唯一的悬念是，骑士会不会横扫
凯尔特人进入总决赛？从首战场面
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
骑士此前连续两个 4：0 横扫晋
级东决。另一边厢，勇士也是两个
4：0 横扫，轻松晋级西决。两支球队
8：0 晋级分区决赛，创下了 NBA 历
史。如果马刺核心莱昂纳德不能健
康复出，勇士横扫马刺的可能性也很
大。如果两支球队以 12：0 会师总决

赛，真是一道奇观！此外，两支球队
连续三年在总决赛中碰面，
也将创下
NBA 历史纪录。
由于采取“多巨头抱团”模式建
队的勇士和骑士超级强大，本赛季
NBA 分区决赛失去悬念，没有悬念
的比赛让人兴味索然。勇士和骑士
的存在，不仅“毁了”分区决赛，也让
整个季后赛失色不少，其他球队的对
阵倒是打得刺激，
但他们无论怎么努
力最终也难逃出局的命运。
要是能直接跳过分区决赛进入
总决赛就好了，总决赛倒是悬念满
满，人们都在等着看谁能赢得“三番
战”。杜兰特加盟让勇士拥有“四巨
头”，但骑士的“三巨头”更为货真价
实，这可是此前三支球队的大当家，
如今抱团争夺总冠军。
“巨头模式”已被证明是夺取总
冠军的捷径，
但也遭到打破实力平衡
“破坏生态”的非议。不管詹姆斯能
否在奖杯和奖项上超越乔丹，当初他
弃骑士与韦德、波什抱团时，就已注
定不能与乔丹相提并论。

NBA季后赛战报
（东部决赛）

骑士 117：
104 凯尔特人
（总比分骑士 1：
0 领先）

网络大电影也入围主竞赛单元评比？

据新华社法国戛纳 5 月 17 日电
该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都需承诺
（记者张曼）第 70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在法国院线发行。
17 日晚拉开帷幕。揭幕影片《伊斯梅
17 日下午举行的评委会新闻发布
尔的幽魂》评价尚可，而美国视频点
会上，评委会主席阿尔莫多瓦尔态度
播公司“网飞”
（Netflix）入围主竞赛
鲜明，表示无法想象把金棕榈奖颁给
单元的两部影片因为不入院线却引
一部观众无法在电影院观看的影片。
发了广泛争议。
“这并不代表我对新技术持不开放态
“网飞”制作的两部影片《玉子》
度……在我们第一次观赏某部影片
和《迈耶罗维茨的故事》均入围本届
时，
屏幕尺寸是观赏效果的关键因素，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为保护传统院
至少不能比观众坐的椅子还小”
。
线，法国规定一部影片需在院线发行
同在 评 委 席 的 美 国 男 星 威 尔·
36 个 月 之 后 才 能 在 线 点 播 ，但“ 网
史 密 斯 则 态 度 缓 和 ，认 为 新 的 播 映
飞”表示这两部电影均不会在法国院
方式与传统院线能够和平共处。他
线上映。戛纳国际电影节对此发布
说：
“ 我的孩子们一周去两三次电影
公告，重申对传统院线发行的支持，
院，平时也会在家通过‘网飞’看电
并决定从 2018 年起，所有希望入围
影 ，而 且 通 过 网 络 点 播 影 片 的 选 择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 （记
者齐湘辉）大型儿童舞台音乐剧《团
仔圆妞》全国巡演新闻发布会暨同名
故事绘本首发式 18 日在京举行。
该剧以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
“圆圆”为原型，面向海峡两岸广大少
年儿童，力求打造中国原创的文化产
业品牌。去年，该剧在国家大剧院公
演 取 得 圆 满 成 功 ，今 年 将 正 式 启 动
《团仔圆妞》百场全国巡演，并出版同
名儿童故事绘本。
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表示，希望以
《团仔圆妞》为媒介，促进两岸青少年
交流与情感融合，共同推动两岸文化
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并以此带动大
陆文创产业发展，助推大陆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据了解，主创团队还计划以“团
仔圆妞”的可爱形象打造包括动漫、
手机游戏、动画电影和主题公园等在
内的一系列衍生产品和互动平台。
■■■■■

司雅杰获女子全能冠军

司雅杰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本报讯 5 月 18 日，在武汉举行的 2017 年全
国跳水冠军赛暨第十三届全运会预选赛女子个人
全能决赛中，陕西队选手司雅杰以 733.65 分的成
绩获得冠军。
北京水立方队选手张家齐以 700.80 分获得亚
军，
河北 209 队选手索咪娅以 665.20 分获得季军。
在男子个人全能项目中，广东队选手许泽炜
以 889.35 分夺得冠军。陕西队杨昊和海军队袁
松分获亚军、季军。
（小新）

200幅农民画在京展出

戛纳国际电影节一开幕就惹争议

音乐剧《团仔圆妞》
全国百场巡演启动

跳水全国冠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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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赠台大熊猫为原型

本报讯 （记者林永成）2017 年国家高尔夫球
队名单日前确定。海南队欧阳正、罗学文、张芸杰
（女）三名选手入选国家职业高尔夫球队，
李林强、
张玥（女）入选国家业余高尔夫球队。
为做好 2018 年亚运会和 2020 年奥运会的备
战工作，进一步完善我国高尔夫球项目的训练体
系，选拔优秀高尔夫人才，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
管理中心根据《国家高尔夫球队运动员教练员选
拔工作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确定了 2017 年国
家高尔夫球队名单。
今年 19 岁的张芸杰在 2016 年美国女子公开
赛国际区域资格赛上获得第二名，赢得 2016 年美
国女子公开赛入场券。这是海南队球手第一次获
得世界高尔夫球大满贯赛的参赛资格。欧阳正今
年 23 岁，2011 年转职业，在 2014 年沃尔沃中国
公开赛中，他是战绩最佳的中国球手。今年 21 岁
的罗学文曾夺得“兆南杯”2012 年海南金椰子高
尔夫公开赛男组冠军；2013 年，他在深圳观澜湖
费度亚洲杯总决赛中，
夺得男子组冠军。

更宽泛。”
此外，虽然华语电影继去年之后
再度无缘金棕榈赛场，但并非“零存
在”，中国导演李睿珺的新作《路过未
来》入围“一种关注”单元，中国演员
范冰冰将出任电影节评委。不少华
语电影与电影人也积极参与戛纳电
影市场，寻求国际发行和国际合作。
此外，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面
对面”系列活动，为中国电影人进行
国际交流提供窗口。中欧电影人座
谈会将于 19 日举行，聚焦“中国近年
的艺术影院网络”
。
第 70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将持续
至 28 日，包括评委会主席在内的 9 位
评委将最终决定金棕榈花落谁家。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 （施雨岑 杨春）
“中
国精神·中国梦”
全国农民画创作展 18 日在中国美
术馆开幕，
25 个省份 200 幅农民艺术家作品参展。
据了解，本次画展入选作品涉及 60 多个农民
画画乡，由汉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的农民
画艺术家创作。所谓农民画画乡，是指这些乡县
的农民画家结合当地乡土风情、传统习俗创作出
与众不同的作画风格，
同时独具民族特色。
开幕式上，来自贵州龙里的农民艺术家代表
兰开军说，农民画画家一手拿锄头，一手拿画笔，
用朴素的作品和高昂的精神描绘自己的梦想。据
介绍，
这次展出，他母亲和妹妹的作品也在列。
展览由中国文联等主办，展览期间，还将举行
第十三届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初评。
据悉，
展览将持续到 24 日。

灯笼椒
第 70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亮相红毯。

新华社发

海师举办首届美术与设计创意周
本报海口 5 月 18 日讯 （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冯华 邢丽珠）今天上
午，海南师范大学首届美术与设计
创意周在省博物馆开幕。国画《路
漫漫》
《海南印象》
《棕林物语》，篆书
《饮中八仙歌》和海南航空 LOGO 设

计等师生创意设计作品，吸引观众
驻足欣赏。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海南师范
大学全力推进省部共建和教学综合
改革工作，
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首届创意周包括 2017 届毕业生

优秀作品暨第七届“学院奖”优秀作
品展、教师作品展、首届创意市集、服
装专业设计时装 SHOW、美术与设
计系列学术讲座及系列课业展示活
动六大主题活动，共展出作品 300 余
件，涵盖油画、中国画、水彩、陶艺、书

法、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服
装与服饰设计等多个领域。其中，
“随形创意市集”是创意周的特色活
动之一，有近百个团队精心设计制作
的文化创意产品展出，包括陶艺、插
画、丝印、编织等数百件原创作品。

7部中外新片今登海南院线

《异星觉醒》海报

本报海口 5 月 18 日讯 （记者卫
小林）5 月 19 日又到周五上映新片之
时，记者今天从我省几大院线获悉，
本周五将有 7 部中外新片登陆海南
院线，包括《异星觉醒》
《守护者：世纪
战元》
《当怪物来敲门》
《抢红》
《不期
而遇》
《美容针》
《小情书》。
据介绍，
《异星觉醒》是一部好莱
坞太空题材惊悚灾难片，故事讲述国
际空间站宇航员在对一份从火星取
回的样本进行检测后，发现了一个火
星生命体，宇航员们试图在空间站里
唤醒这个活体细胞并研究它，希望确

保安全后再把它带回地球。谁料想，
这个神秘外星生命被唤醒后，由于其
智慧比人类预想的还要高得多，因
此，宇航员们立即面临巨大灾难……
《守护者》是一部俄罗斯科幻动
作片，主要讲述俄罗斯为了应对野心
勃勃的邪恶博士颠覆国家政权的恐怖
袭击，
重启冷战时爱国者超级英雄计划
的故事。该片已于2月23 日在俄罗斯
上映，
我国上映时间晚了近3个月。
《当怪物来敲门》是美国、英国、
西班牙合拍的一部奇幻电影，讲述少
年康纳在面对母亲生死离别之际，意

■■■■■

外遇见怪物树人，并在树人感召下直
面内心拥抱成长的故事。该片上映
时间比北美上映时间晚了 4 个多月。
国产电影中，我省几大院线给出
排片最多的当属《抢红》。该片不但
是香港明星黎明首当导演的处女作，
而且是一部红酒题材动作片，阵容方
面云集了张涵予、黎明、杜鹃、王耀庆
等明星，看点较多。
《不期而遇》
《美容针》
《小情书》都
是爱情片，
不同的是阵容大小有异，
其
中《不期而遇》由于有张雨绮、张亮主
演，
排片稍多，
《小情书》排片最少。

小成本片也应有艺术追求
■ 冯巍
正在上映的喜剧片《提着心吊着胆》，影迷评
价因其具有现实讽刺意义而上了一个档次，有了
一定品味，让人想起《驴得水》和《心迷宫》等同类
艺术片，豆瓣评分因而给出 7.0 分，说明尚算成功。
但在笔者看来，
该片最大的成功在于，
作为一
部小成本电影，
尤其是一个新人导演的处子秀，它
表现出了小成本电影应有的艺术追求，反映出了
一个电影人可贵的艺术功底，这才使得它与那些
直奔票房而去的圈钱电影有了显著区别。
首先，故事完整程度能反映一个编导艺术功
底的深浅。
《提着心吊着胆》故事完整，
这与近年来
某些影片连故事都讲不完整形成了明显反差，如
果一部影片故事都讲不好，
那显然算不上成功。
其次，
要形而上地表达某种思想，
或者鞭挞某
些社会现象，用嘴说绝不是好办法，而通过故事来
传情达意，
才是最佳策略。在这方面，
《提着心吊着
胆》手法娴熟，
艺术张力自然得到了凸显。
再次，该片摒弃了某些喜剧片爱堆砌小品段
子的做法，同时还在故事的自然推进过程中，较好
地融入了悬疑片的创作手法，显示出编导更有艺
术想法和追求，
这更让该片值得尊重。
回想近年来的小成本电影创作，某些影片因
为直奔票房而去，
结果适得其反。相反，如果把功
夫都用在电影叙事本身上，拍出一部有艺术想法
有追求的电影，票房反而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
《驴得水》已给出了良好佐证，
正在热映的印度
小成本片《摔跤吧！爸爸》，更有意外惊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