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朗诵艺术爱好者
在海口举行诗歌朗诵会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卫小林）今天下
午，我省朗诵艺术爱好者聚集海口点测光艺术馆，
举行《建设美好新海南》诗歌朗诵会，这也是中艺
海之南系列朗诵会的开篇之作。

下午3时40分，朗诵会在诗朗诵《海南，我要
与你同行》中拉开帷幕。海南师范大学四位大学
生用声情并茂的朗诵，让现场观众顿时进入诗意
海南的美妙意境：“蛟龙要出港/凤凰要飞翔/啊，
海南/现在，你已经起锚/向着一个更高的理想/向
着美丽的人间天堂……”

记者现场看到，朗诵会分开篇《海南，我要与
你同行》、上篇《不忘初心》、下篇《砥砺前行》、尾声
《建设美好新海南》四大篇章进行。著名诗人舒婷
的《致橡树》、雁西的《世界一定会暖起来》，现代著
名诗人徐志摩的名诗《再别康桥》，以及其他诗人
创作的新诗《向阳花》《请允许我做一朵永不凋谢
的三角梅》《潮涌天涯》《心，总在跟着时代跳动》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降真香》《海滨晨曲》
等相继被我省朗诵艺术爱好者激情澎湃的美妙声
音朗诵出来，现场不断响起热烈掌声。

参加诗歌朗诵会的朗诵艺术爱好者还有海南
大学师生，我省基层文艺工作者，企业白领等各行
各业的朗诵热心人，他们通过朗诵艺术抒发情感，
表达了对建设美好新海南的决心和信心。

本次朗诵会由海南中艺文化传媒公司主办，
海南省曲协指导，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其他与海
南有关的朗诵艺术活动。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王玉
洁）6月2日晚，第八届“挑战杯”海南
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
在海南大学落下帷幕，共有6件作品
分别获得自然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
类、科技发明制作类特等奖。

本届大赛自今年3月份启动以

来，共收到来自全省17所高校的近
200件参赛作品，内容涉及生物医药、
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电子信息、机械
能源、农林畜牧食品、哲学社会科学等
多个领域，与往届大赛相比，本届大赛
作品质量显著提升，原创性强、创新
度、前瞻性均有所提高。

该竞赛以“崇尚科学、追求真知、
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为主
题，旨在发现和培养一批有作为、有潜
力的人才，并积极探索科研成果的应
用转化，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贡献
青 春 和 智 慧 。 经 过 激 烈 角 逐 ，
《Thiessen-几何体的理论研究及其

在地震救援的计算机模拟》《扶贫制度
设计、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与贫困地区
农业经济增长——基于海南和河南
36个国定贫困县的多层统计分析》
《水稻抗病及米质相关基因分子标记
的筛选、开发及应用》《海口市患者对
医生信任度影响因素探讨》《横卧式永

磁体往复运动型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研
发》《新型水下机器人ARG研制》6件
作品分别斩获特等奖。此外，还有18
件作品获得一等奖，36件作品收获二
等奖，60件作品取得三等奖。

大赛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科
协、省学联共同主办，海南大学承办。

海南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赛落幕
6件作品斩获特等奖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记者卫
小林）还记得电影《搭错车》吗？还

记得《搭错车》中的主题曲《酒干
倘卖无》吗？现在回味的机会来
了，根据这首名曲改编的都市音
乐剧《酒干倘卖无》，将于6月30
日晚莅临海南省歌舞剧院演出，

这是记者今天从海南梦演艺艺术剧
院获悉的。

据介绍，音乐剧《酒干倘卖无》
是一部刚刚创作完成的还冒着热气
的新音乐剧，今年5月5日才在深圳
文体中心剧院首演，之后又连续在深
圳上演了10场。大概由于30多年
前苏芮演唱的那首《酒干倘卖无》让
观众难以忘记，因此，这次改编的同
名音乐剧竟然场场爆满，为本来并不
特别火爆的我国音乐剧市场添上了
一把熊熊大火。

记者了解到，音乐剧《酒干倘卖
无》由著名作曲家李盾担任制作人，
他在业内被称为“中国音乐剧疯子”，
由于不写流行歌曲，因此他在歌迷中
间并不是很有名，但在音乐剧行业
内，他创作的首部音乐剧《白蛇传》，
就为他赢得了“中国第一部成功改编
民间故事为音乐剧典范之作”的称
号。此后，他又陆续创作出《蝶》《爱
上邓丽君》《王牌游戏》《妈妈，再爱我
一次》《啊！鼓岭》等多部音乐剧，艺

术上成功，商业上也卖座，因而在业
内名气大增，《酒干倘卖无》正是他
的最新作品。

把该剧引进到我省演出的海南
梦演艺负责人告诉记者，1983年上
映的电影《搭错车》，是由香港新艺城
影业公司出品的一部艺术电影，至今
在豆瓣网上的评分仍然高达8.3分，

同年获得第2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11
项提名，最终斩获了最佳男主角、最
佳原作音乐、最佳插曲、最佳录音4
项大奖，片中的插曲《酒干倘卖无》
《一样的月光》《是否》《请跟我来》很
快火爆整个华语乐坛，成了上至五六
十年代生人下到“80后”甚至“90后”
都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曲。

根据著名电影《搭错车》同名主题曲改编

音乐剧《酒干倘卖无》月底来琼

《金珠玛米》拉萨首映
藏语电影挑战动作大片

据新华社电 以1950年昌都战役为历史背
景的藏语电影《金珠玛米》，日前在西藏拉萨首
映。观影者表示，这部电影是目前国内电影市场
上难得一见的少数民族题材动作大片。

《金珠玛米》是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打造的第一
部电影。电影讲述了解放军战士华山在执行任务
过程中，与当地头人、土匪和差巴（给农奴主支差
的人）之间发生的曲折故事，展现了历史变革之际
西藏各阶层之间的人性碰撞，以及藏汉两个民族
相互融合的过程。影片大量使用航拍镜头，展现
了藏东高原的自然风貌。而“热血”“动作”也成为
该片醒目的标签。

“通过这部电影，一批‘西藏硬汉’形象出现了，
这可能是藏语电影史上没有过的。”这部电影的导
演杨蕊说，希望通过《金珠玛米》，从“人性”和“视
觉”两个方面为主旋律电影题材作出探索和突破。

音乐剧《酒干倘卖无》中萱萱（中）在跟强叔（右）争论

本报讯 6月2日，好莱坞
明星汤姆·克鲁斯在宣传自己主
演并且即将上映的最新电影《新木乃
伊》时透露，《壮志凌云2》这部拖了30
年的续集片名称已经确定，将叫做《壮
志凌云2：小牛》。

1986年，汤姆·克鲁斯就主演了
《壮志凌云》，但续集片一直没有开拍，
直到最近，片方才正式决定开拍这部
拖了30年的续集电影，并且将它定名
为《壮志凌云2：小牛》。汤姆·克鲁斯
说，“小牛”是他当年在第一集里饰演
的男主角——美国海军飞行员彼特·
米切尔的绰号。

《壮志凌云》1986年上映，该片由
托尼·斯科特导演，讲述了一个青年人
如何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为一位美国
海军飞行精英的故事。当时年轻的汤
姆·克鲁斯，在该片中以酷帅的表演一
举成名。受此片影响，那个年代的年
轻人也都以飞行夹克和墨镜为时尚
的行头。

汤姆·克鲁斯还透露说，续集将延
续原版的风格，配乐仍由第一集的作
曲哈罗德·法特梅耶尔担任，新片中将
有大量精彩的空中战机极速飞行打仗
场面，最新的无人机也将作为威胁飞
行员工作的竞争对手闪亮登场。

据悉，好莱坞杰出制片人杰瑞·布
鲁克海默和汤姆·克鲁斯都已加盟这
部续集片，而导演一职有望让和汤姆·
克鲁斯合作拍过《遗落战境》的约瑟
夫·科辛斯基担任。 （钟新）

汤姆·克鲁斯透露

《壮志凌云》
续集片定名

1986年上映的《壮志凌云》中
汤姆·克鲁斯的扮相

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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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林永
成）6月 4日下午16时，中乙联赛第
八轮比赛海口博盈将坐镇主场海南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运动场迎战成都
钱宝。这是海口博盈最近连续三个
主场的最后一场，球队上下将力争获
胜夺取3分。

前两个主场，海口博盈一胜一负
有得有失。在击败湖南湘涛后，取得
本赛季的首个两连胜。但上周末面对

南区并列领跑的四川安纳普尔那，博
盈队虽奋力拼搏仍以1：3失利。此番

“来犯”的是另一支“川军”成都钱宝。
海口博盈队对这支球队并不陌生，上
赛季中乙两度交手，双方各自在主场
获胜平分秋色。本赛季战罢7轮，海
口博盈3胜4负积9分排名第七，而成
都钱宝胜3胜3平1负积12分排名第
五。两队实力接近，主场作战的博盈
队志在3分。

海口博盈前一阵受到伤病困
扰，一度没有正印前锋可用。在缺
兵少将的不利形势下，博盈将士团
结一致充分挖掘队内潜力，靠集体
的努力取得了不俗的战绩。近期博
盈胜败情况正在好转，主力前锋王
琦伤愈回归，上一战下半场替补登
场亮相并有惊艳表现。本场与成都
钱宝之战，王琦将与汪云龙组成锋
线“双刀”，为球队攻城拔寨。不利

消息是，主力后卫胡晓宇上一战领
到红牌，本轮将停赛。

成都钱宝队前身是南京钱宝队，
2015赛季曾打入中乙四强，差一点
冲甲成功。本赛季成都钱宝用满8
个转会名额引进八名强援，喊出了

“冲甲”的口号。最近几轮联赛成都
钱宝队踢过中超的老将曹添堡解禁
复出，锋线上多了一个得分点。上轮
比赛，他们客场1：0小胜湖南湘涛。

不过，相比南区排名前四的球队，成
都钱宝的进攻线偏弱。与上一战相
比，本场比赛海口博盈后防面临的压
力或许会小一些，可以投入更多进攻
兵力。

海口这几日的高温天气对双方队
员都是一大考验，这场比赛也是体能
和意志力的比拼。为了避开高温，本
场比赛的开球时间从此前的15时延
后至16时。

中乙第八轮海口博盈今天主场迎战成都钱宝

锋将伤愈归队 力争攻取三分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3日晚，
2017年第54届德国杜塞尔多夫世
乒赛展开女单半决赛的角逐，卫冕冠
军丁宁与日本17岁天才少女平野美
宇相遇。在这场焦点大战中，丁宁掌
控比赛的主动，最终她以4：1力克平
野美宇，报了亚锦赛输给对方的一箭
之仇，闯入决赛。中国女乒也提前锁
定女单冠军。

丁宁赛后接受采访说，自己上个
月亚锦赛失利后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次独守上半区自己压力还是很大，
但自己在比赛中打得很坚定，完成了

队里交给的任务。丁宁说，上次输球
后她进行了很多总结，对平野美宇的
许多技战术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场比赛最后一局，丁宁10：5
时就开始庆祝并准备与对手握手，说
到这个事情丁宁很不好意思地说：

“可能我比赛太投入了吧，自己算分
以为当时就已经赢下了比赛。李隼
指导非常有经验，他立即为我叫了暂
停，帮助我平复心情。”

在下半区进行的一场中国队“内
战”中，朱雨玲以4：3战胜刘诗雯，与
丁宁会师决赛。 （小文）

丁宁4：1复仇平野美宇
中国队提前锁定女单冠军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3日凌晨，
杜塞尔多夫世乒赛爆出大冷门，在男
单第三轮比赛中，“大满贯”冠军张继
科以1：4不敌韩国选手李尚洙，无缘
16强。这也创造了29岁的张继科自
参加世乒赛以来的个人最差战绩。

张继科赛后显得有点沮丧。分
析本场比赛，张继科认为在场上很难
抓到对手漏洞，问题主要还是出在自

己身上。“对手拼得很凶，自己发动的
比较慢。精力上稍微差了一点，场面
上比较被动”。

当被问到伤病对本场比赛是否有
影响时，张继科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我之前跟他打过几次，今天他球的质
量比较凶。主要还是我心态没有调整
好。对方拼得比较凶，对自己的技术
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小新）

张继科爆冷出局无缘16强

张帅惜败
止步法网第三轮
中国金花女单全部出局

据新华社巴黎 6 月 2 日电（记
者苏斌）已经突破法网个人最好成
绩的中国“金花”张帅2日在第三轮
中经过一场超过 3小时的苦战，以
6：7（5）、6：4、5：7惜败给俄罗斯名
将库兹涅佐娃，无缘女单16强。至
此，参加女单争夺的中国队选手全
部出局。

赛后来到网前拥抱致意时，库兹
涅佐娃与张帅进行了短时间的交流。
库兹涅佐娃告诉张帅，“继续坚持下
去，你会成为更优秀的球员”。

以健康的状态参加完法网，结束
上半个赛季，张帅感到非常满意，这
也给了她更多信心。她说，自己很享
受现在的比赛，即便最后输掉了比
赛，也不会因为结果而感到沮丧，她
会带着这种感觉继续走下去。

中超第12轮战报
延边富德1：3广州恒大

上海上港4：1辽宁开新

江苏苏宁1：2河北华夏

山东鲁能1：2天津权健

中国国家职业健身教练专业大会

海南队获团体赛第三名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中国国家职业健身

教练专业大会日前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落幕。海南
省代表队“海南椰韵”队夺得团体挑战赛第三名，创
造了海南代表队参加该项比赛三年来的最好成绩。

本次专业大会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5支代
表队参加。比赛分为个人挑战赛、团体挑战赛、团
体才艺展示三个部分。在团体挑战赛中，海南省
代表队“海南椰韵”队以总用时224.19秒的成绩
获得第三名。“海南椰韵”队由海南省体育行业特
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联合海南子山健身学院共
同组成。

本次专业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
中心主办。

丁宁在比赛中握拳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省青足赛部队企业组
预选赛开踢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王黎刚）“激扬青春·
快乐健康”2017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青年男子部
队企业组预选赛今天下午在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开
踢。在揭幕战中，中建八局队以3：2险胜中国移动
队，海航实业队9：0大胜海南宝通实业队。

来自驻琼部队、银行、世界500强企业、大型
国企、军工企业、核电企业等10支部队和企业的
队伍参加本次比赛，获得冠亚军的球队将取得总
决赛的入场券。

本届青年男子部队企业组的比赛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部队企业组共10支球队进行分组单
循环积分赛。第二阶段进行交叉淘汰赛，决出部
队企业组预选赛1-8名队伍。

海口市篮球联赛开打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王黎刚）2017爱海

口动起来“招行杯”海口市篮球联赛昨晚在海口市
体育运动学校篮球场开赛。在揭幕战中，A组的
波涛装饰队85：65胜东方龙腾队。

本次比赛共有24支球队参加，分两个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为小组单循环赛，四个小组的小
组头名直接晋级季后赛八强。四个小组的第二、
第三名进行附加赛，胜者进入八强，负者出局。
第二阶段为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采用三场两胜
制，半决赛和决赛采用为五场三胜制。获得前3
名的球队将分别赢得8000元、6000元和3000
元奖金。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海口市篮球
运动协会承办。

世乒赛世乒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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