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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VS泰国

201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
合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5月21日在
澳大利亚拉开战幕。整体实力强大的
中国羽毛球队在这项比赛中已实现六
连冠，本届赛事的目标是冲击史无前
例的七连冠。但女单和女双实力下
滑，给中国队七连冠的征途埋下不小
隐患，其他三个项目稍有差池，便可能
在淘汰赛中途出局。

中国队在以往夺取苏杯的历史
中，女子项目是重点取分项目，往往只
需要在男单、男双和混双中赢得一分，
就能锁定胜局。但近年来中国队女线
实力下滑明显，不仅丢失奥运会、世锦
赛等重大赛事的锦标，在国家羽联系
列赛中的表现也令人尴尬。可以说，
中国队的女单和女双目前已不在世界
一流之列。

但女线实力下滑只是增加了中国
队夺取苏杯的难度，从整体实力来看，
中国队依然是本届苏杯的夺冠大热

门。理由有二：
其一，女线下滑但男线争气，中国

队其他三项的实力和战绩似乎较以往
更强了。男单有两大奥运冠军林丹和
谌龙“双保险”，对阵任何选手都是取
分主力。男双以往是中国队的弱项，
但近期上升势头喜人，队中有里约奥
运冠军傅海峰/张楠压阵，也有李俊慧/
刘雨辰等新人迅速成长，李俊慧/刘雨
辰曾一度排名世界第一。混双是中国
队今年表现最好的项目，有两对选手
目前占据世界排名前两名，世界第一
郑思维/陈清晨获得马来西亚超级赛
冠军，鲁恺/黄雅琼更是拿下全英、印
度、新加坡超级赛和亚锦赛冠军。

其二，中国队女线实力下滑，“灾
害面积”并未扩大。西班牙、中国台
北、印度、泰国等队的女单选手比中国
队强，但这些队伍不具备争夺苏杯的
实力。而印尼、马来西亚等传统强队，
其女线实力比中国队弱，另外三项也

各有一项明显弱于中国队，印尼是男
单，马来西亚是混双。因此，中国队此
次争夺苏杯，主要竞争对手还将是日
本、韩国和丹麦队。

韩国队与日本队的女单和女双都
优于中国队，男单和混双则是中国队
更强。中国队与这两队对垒，胜负关
键在男双的争夺。韩国队的传统强项
男双近期表现下滑，日本队的威胁似
乎更大些。中国队虽然女线实力下
滑，但对阵女线实力更弱的丹麦队则
是重点拿分项目。但丹麦队在男单、
男双和混双上，有实力与中国队一
争。当然，丹麦要想在这三项上全取
3分，难度很大。 ■ 林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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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迪曼杯羽毛球赛开拍

女线下滑，国羽能否七连冠？

中国队首战
胜中国香港队

5月 21日，在澳大利亚
黄金海岸举行的2017年苏迪
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
标赛中，中国队小组赛首战以
4：1战胜中国香港队。

林丹在男单比赛中为中林丹在男单比赛中为中
国队拿下锁定胜利的国队拿下锁定胜利的 11分分。。
图为林丹在比赛中图为林丹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王黎
刚）“全运惠民·健康中国 ”第十三届
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象棋预选赛今
天下午在北京结束，海南象棋棋王黄
瑞纲获得了男子公开组亚军，也获得

了参加全运会决赛的入场券。
共有30支代表队130人参加预选

赛，各组前七名获得决赛资格。海南省
象棋队派出5名选手参加公开男子组、
公开女子组和大学生混合团体组比赛。

在男子公开男子组的较量中，海
南队黄瑞纲在先输一盘的不利情况下
及时总结。此后，他一盘不输，以5胜
1和1负积11分的成绩获得第二名，与
冠军同分，仅以小分略低痛失冠军。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年海
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佳正杯”农民男
子篮球赛5月21日在儋州落幕。澄
迈县福山镇在决赛中以87：67战胜琼
海阳江镇队，以全胜战绩夺得冠军。

澄迈福山镇与琼海阳江镇两支队
伍一路过关斩将会师决赛。决赛第一
节打得十分胶着，琼海阳江镇以24：23
领先1分。第二节，澄迈福山镇明显提
速，连续快攻得手，上半场结束时以46：

38反超。下半场，澄迈县福山镇不断扩
大优势，最终以87：67获胜，首度捧起本
项比赛的冠军奖杯。琼海阳江镇获亚军。

万宁礼纪镇以98：94战胜三亚
吉阳区，获得季军；三亚吉阳区名列
第四。

本次比赛于5月17日开战，12支
农民球队参赛。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淘
汰赛两个阶段。

全运会群众比赛象棋预选赛结束

海南棋手黄瑞刚获亚军

省农民男子篮球赛落幕

澄迈福山镇队夺冠

闲徕杯全国麻将争霸赛
首站在海口举行

骑楼文化大讲坛开讲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卫小林）今天上

午，海南省社科联2017年社科普及项目之一的骑
楼文化大讲坛，在海口市骑楼老街中山路文化展
示馆二楼再度开讲。之前围绕多种主题举办过8
期讲座，今天围绕健康养生主题举行第9期讲座。

骑楼文化大讲坛由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和海口南洋骑楼老街研究会共同主办。本
期讲座由海南省传统武术文化促进会会长、清华
大学海南校友会副会长、海南省武术协会副主席
王建国主讲。王建国围绕中华太极文化与健康这
个大主题，从太极文化起源、太极养生知识与自然
科学研究进展讲起，对中华太极文化精髓、中国传
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等主题进行了触类旁通的梳
理，尤其是对促进海南全域旅游和医疗旅游发展
意义的阐述，给听众不少启发。

海南青年油画家
提名展海口开幕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卫小林）今天下
午，“生机与活力”——海南青年油画家提名展在
海口国新书苑拉开帷幕，我省14位青年油画家的
60多幅佳作同步展出。

记者现场看到，此次参展的14位油画家包括
冯海、许清宇、陈穿云、林国华、林鸿平、郭旭、姜
旺、洪永锋、符健、盛广雄、谢明秀、曾婉媚、曾德
锋、赖玉贤，他们展出的60多幅油画作品，绝大多
数都是海南题材，从山水、海滨、人物到建筑、街景
等，全都有所涉猎。另外还有少数画作题材表现
了北方视野，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

本次展览将于5月31日结束。

全民动动APP文昌上线
本报文城5月21日电（记者许春媚）为了借助

互联网平台促进文昌体育产业的发展，在文昌市政
府的支持下，由世界一家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并运营
的GF平台移动终端全民动动APP昨天正式上线。

记者从在文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这
是一个生态综合育成型系统，将通过APP搭建一个
体育运动产业+金融+科技+全媒体+产业地产+旅游
康养的良性生态产业集群。据介绍，这个APP的服
务应用系统以战略伙伴、社区单位、GF官网、赛事活
动、排名榜、GF视频社交、GF商城、GF动动约为核
心，包括了公共服务、在线教育、全媒体传播、信息资
讯、电子商务、创业实训和生活娱乐等线上线下服务，
搭建了一个体育运动产业大数据产业商服平台。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王
黎刚）首届闲徕杯全国麻将争霸赛拉
开序幕。本次赛事首站定在海口，线
上报名人数超过100万人。经过选
拔赛和总决赛的角逐，海口站比赛昨
天结束。

地方棋牌手游在我国拥有2.58
亿用户，但形成规模和品牌的专业
型赛事并不多见。2017年闲徕的
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在竞技方面的
布局，拓展大型棋牌赛事品牌等新
型业务，完善闲徕的竞技体系。首
届闲徕杯全国麻将争霸赛，正是将

“休闲益智”与“竞技对抗”的产品
运营理念推向实质性的一步。网

络棋牌赛事，打通线上线下的壁
垒，扩充赛事的广度。专业化的赛
事，也改变大众对于地方棋牌“过
于业余”的刻板印象。争霸赛按区
域分类，从省市贯穿至全国，由点
到面的扩散机制助力赛事品牌的
建设。

首届闲徕杯全国麻将争霸
赛海口站的比赛率先打响。经过
选拔赛的大浪淘沙，48位海南麻将
的高手从 100 多万报名参与者中
脱颖而出，成功会师总决赛。总决
赛经过将近5个小时的艰苦鏖战，
前三甲出炉，冠亚季军分享了 15
万现金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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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儋州农业品牌系列之 五色粽 主编：蔡佳倩 美编：陈海冰

儋州粽子服务热线：

4000549669

位于儋州市南丰镇陶江村委会深田村的
儋州百年五色粽生态文化产业园，既具有风光
旖旎的自然环境，又具有传承百年的民俗风情。

从自然环境而言，儋州百年五色粽生态文
化产业园周围绿树婆娑，且濒临碧波荡漾的松
涛天湖，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

从民俗风情而言，儋州五色粽渊源于苗族
特色食品五色饭，有红、黄、蓝、白、黑五色，色
香味俱佳，是招待贵宾的珍藏版美食。

“三月三的米，五月五的粽。”这句民谚，在
儋州的五色粽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说起五色粽的颜色和功能，儋州五色粽传

承人莫丽玲说，她创制的五色粽，灵感就在于
五色饭，是用几种不同食材汁液作为天然色素
秘制而成，包括红米粽、黄米粽、黑米粽、白色
原生态粽、浅红浅白相间的红豆粽。其原料
为：本地特产三月三米、木棠黑猪肉、海头海鸭
蛋、深海虾米等。从准备原料到成品，需要经
过38道工序。这样制成的五色粽，有祛除风
湿、养胃健体、清热解毒等功能。

作为苗族人的莫丽玲，除了擅长做五色饭
和五色粽，还善于唱民族歌曲。今年60岁的
莫丽玲，会演唱多首苗族歌曲。其中一首用苗
语演唱的歌曲，翻译过来的大意是：“小小年

龄，砍柴煮饭，热情待客，勤劳致富。”此歌曲反
映了苗族群众制作五色饭的劳动场景和纯朴
好客的品质。

曾经作为款待贵宾的民族风味五色粽，以
前只是少量生产。不过，由于儋州市委市政府
近年来采取多种有效举措，力推儋州粽子实现
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这是五色粽大批量生
产的主要背景。

如今，应运而生的儋州百年五色粽生态文
化产业园，由儋州金社农产品生产农民专业合
作社作为生产商具体运作。该合作社理事长
钟金童介绍，产业园已完成投资近百万元，占

地面积10亩。其产能为：一般情况下每天生
产3000个粽子，如果开足马力，最大产能可达
到日产粽子6000个。

钟金童说，往年五色粽年产销5万多个，
但产业园开园伊始，就已接到2万个订单。具
有全年生产能力的这个产业园，年内将冲刺产
销50万个五色粽的目标，明年将进一步扩大
产销规模。现在产业园有12个员工，都是当
地农民。今后随着产业园系列美食生产、体验
式旅游、农家乐等产业的发展，将为当地群众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策划/周月光 撰文/平宗 周月光）

儋州百年五色粽生态文化产业园揭牌运行
已投资近百万元，年内计划产销粽子50万个

5月19日，在一阵热烈的鞭炮声
中，儋州百年五色粽生态文化产业园
揭牌运行。这标志着具有浓郁民俗风
味的五色粽，开始由家庭式作坊转入
规模化生产，并迈出包括粽子在内的
系列美食生产，以及体验式旅游、农家
乐等产业链延伸与融合的新路径。

五色粽产品品种：红米粽、黄米粽、黑米粽、白色原生态粽、浅红浅白相间的红豆粽

五色粽的功能：祛除风湿、养胃健体、清热解毒等

五色粽的生产商：儋州金社农产品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

五色粽的生产地址：海南省儋州市南丰镇陶江村委会深田村2号

五色粽的销售地址：海南省儋州市那大城区农垦北路65号（千年里根宾馆对面）

五色粽的订购电话：13337647285，15348893209（莫丽玲，微信号），15103068135（钟金童）

相关
链接

儋州百年五色粽生态文化产业园、儋州金社
农产品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揭牌运行。 平宗 摄

儋州五色粽色香味俱佳。平宗 摄 儋州五色粽展销平台。 平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