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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市县组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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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5天
的角逐，“陵水杯”2017年海南省少
年羽毛球锦标赛近日在陵水体育馆
收拍。东道主陵水队一骑绝尘，夺得
16枚金牌。

省 内 12 支 球 队 参 加 本 次 比
赛。东道主陵水队成“最大赢家”，
将男女团体、甲乙丙组混和双打、
甲乙组男女双打、丙组女子单双
打、甲组女子单打、乙组女子单打

和男子双打、丁组男子单打冠军收
入囊中。其他5个项目的冠军分别
是：海口队夺得男单甲组冠军，东
方队夺得男单乙组和丙组冠军，三
亚队夺得女单丁组冠军，男双丙组

冠军被东方队获得。
陵水队、农垦实验中学队和

三亚队分别夺得了男子团体总分
前 3 名。获得女子团体总分前 3
名的分别是陵水队、海口队和三

亚队。
比赛由海南省文体厅、海南省教

育厅、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
海南省体育总会承办，陵水黎族自治
县文体局协办。

“陵水杯”省少年羽毛球锦标赛收拍

陵水羽球队夺男女团体总分第一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激扬青春·快乐健康”2017年海
南省青少年足球赛暨“陵水杯”海南
省青年足球联赛昨天战罢第4轮，南
区“领头羊”昌江队1：2负于三亚华
盛队。昌江队领队梁家顺说，这场比
赛的失利对我们多少是个打击，不过
比赛还有6轮，我们要从失败的阴影
中迅速走出来。

昌江队目前4战3胜1负，排名
南区靠前，获得总决赛的入场券希

望很大。昌江队没有聘请“外援”，
24名球员大都是昌江籍，球员来自
中学、企业。昌江队连续参加了3
届省青足赛，今年球队得到了企业
的赞助，训练和比赛的经费较为充
足。前3轮比赛昌江队显示了较为
恐怖的攻击力，先后以大比分战胜
了对手。上世纪九十年代昌江足球
在海南颇具实力，昌江宏发队曾是
岛内足坛的一支劲旅。前国脚王宝
山等足球名将还曾赴昌江献技。后
来，昌江足球因故陷入了停滞期。

不过，昌江足球最近5年发展势头
较好，迎春杯足球赛、中学生足球赛
和机关足球赛贯穿全年举办。梁家
顺说，迎春杯足球赛从开始的几支
球队参加，到现在已成为昌江一项
重要的足球赛。昌江中学生赛分为
初中组和高中组，昌江机关足球赛
则主打5人制，昌江各局、乡镇大都
派队参加。这3项比赛的举办搅热
了昌江足坛，吸引更多的昌江发烧
友走进足球场。

梁家顺透露，昌江打算狠抓青少

年足球的培训，将成立青少年足球培
训基地，吸引和培育昌江的青少年足
球苗子。目前，在昌江小学中，昌江
三小率先成立了校足球队。随后，会
有更多的昌江小学成立校足球队。

昌江队的特点是以攻为主，信奉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个理念。在前3
场比赛中，该队的进球均来自开场20
分钟内。在争夺总决赛的入场券方
面，昌江队的恶战才刚开始，陵水队、
万宁队和儋州队等着昌江队去挑战。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

昌江队：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第4轮战报
南区

儋州4∶0东方

昌江 1∶2三亚华盛

乐东2∶1三亚晨晖

万宁6∶0保亭

陵水 1∶2五指山

北区

定安3∶2洋浦工委

澄迈0∶0琼海

临高4∶1琼中

海口琼山6∶1屯昌

海口海航4∶2文昌

“棋子湾杯”自行车公开赛落幕

新西兰骑手
获公开组冠军

本报石碌6月12日电 （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李
德乾）随着新西兰选手 Shamus
Christison率先冲过终点线拿下冠
军，2017年海南昌江“棋子湾杯”芒
果飘香自行车公开赛于11日在昌
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畔的旅游公路
上落幕。

来自国内外43家协会、俱乐部
以及车队的507名业余级选手参与
角逐。大赛采用的VR全景直播也
在国内自行车比赛中尚属首次。

据悉，此次比赛的起点和终点
都位于昌江棋子湾开元度假村，赛
道环绕棋子湾景区，虽然全程总长
度仅18.6公里，但路线涵盖了棋子
湾的海湾风景，也包括了有山有海
的黎乡奇景，让参赛选手可以身临
其境体验昌江美景。

除 Shamus Christison 夺得
男子公开组冠军外，谢勤克、苏任波
分获同组二、三名。刘剑、覃家庆、
谭成英则分别位列男子大师组三
甲。此外，傅诗琪、陈伟欣、尹若萍
拿下女子组冠亚季军，山地组的前
三名被吴昌宏、王兴明、潘伟三位省
内车手包揽。

昌江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参
赛人数众多，反映出国内外的业余
自行车赛手到棋子湾旅游骑行的兴
趣日益增强。同时通过与海南国际
旅游岛及全域旅游发展思路相连
接，棋子湾度假区也被国内外游客
所广泛接受。

赛事预告
世预赛亚洲区 12强赛

叙利亚VS中国

13日21：45 CCTC—5直播

据新华社马六甲6月12日电 2018年俄罗斯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第八轮中国男足与
叙利亚的比赛将于13日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打响，
12日赛前发布会上，主教练里皮表示，全队肯定
会全力以赴，保住最后晋级的希望。

里皮显然对球队缺兵少将的局面了然于胸，
他说，球队这次不仅仅缺少了郑智，还缺少了梅
方、于大宝、曹赟定、蔡慧康等多名主力球员，不过
他表示：“同时我们也补充了很多年轻球员，这些
球员带着渴望和拼劲儿来到国家队，希望他们能
把这种精神头发挥到比赛中，全力以赴，争取带走
3分。”

针对明天的球赛开球时间晚，里皮表示，球队
训练将适度进行调整，除了将下午的茶点时间挪
到晚餐时间外，还将在明天早晨安排一趟运动量
很小的训练课，帮助球员唤醒肌肉。

而被问到如何看待国足预选赛的表现以及今
后的打算时，里皮说，从去年10月开始，自己带着
所有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念投入到工作中，希望能
帮助中国国家队成长和进步。不过，他强调：“很
多人认为如果不能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我的工作
就是失败，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来之前中
国队只有1分，形势也很困难，如果最后我们不能
如愿以偿，依然希望能看到国足成长和进步，这样
我的工作就算有所回报了。”

里皮谈中叙之战：

全力以赴保晋级希望

中国队主教练里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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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卫
小林）杨幂今年斩获第50届休斯敦
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雷米奖的科
幻动作片《逆时营救》日前定档，将于
6月30日在海南各大院线上映，这
是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逆时营救》是成龙监制
的一部科幻动作电影，今年4月29
日，该片在第50届休斯敦国际电影
节颁奖典礼上，从来自全球3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88部电影中脱颖而
出，不但荣获电影节最佳影片雷米
奖，而且女主角扮演者杨幂还斩获了
最佳女演员雷米奖，成了本届休斯敦
国际电影节上最大的赢家。

记者了解到，该片由杨幂和霍建
华领衔主演，另外还有台湾影视剧三

栖演技派演员金士杰，内地青年演员
刘畅和童星张艺瀚参演。作为一部
定位为科幻动作题材的电影，该片故
事讲述2025年，杨幂饰演的单亲妈
妈夏天，为了营救被霍建华扮演的绑
匪崔琥绑架的儿子豆豆，冒着生命危
险，用她在物理研究所里尚未最后研
发完毕的粒子技术，返回到了1小时
50分钟以前，没想到此举令事态更
加复杂，她不但遇到意外的困局，而
且还要面对三个自己在时空旅行中
变异的人相互搏斗，而绑匪崔琥的背
后故事，也渐渐浮出了水面。

据悉，《逆时营救》也是杨幂和霍
建华自2009年联袂主演电视剧《仙
剑奇侠传3》之后，两人在电影中的
首次合作。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卫
小林）6月11日，由省民政厅和省文
联主办的“家在海南·铭记乡愁”首届
海南地名文化系列活动组委会邀请
省内20多位网友赴临高采风收获颇
丰。截至目前，活动开展时间已进行
过半，初步统计征集作品丰富多彩。

据介绍，采风活动开始前，组委
会与协办单位南海网在网络专栏里

随机抽取了参与本次活动投稿的幸
运网友，另外邀请了部分对活动有贡
献的群众代表组成采风团共赴临高。

采风团先后走访了三大采风点，
探访了与古代文人墨客有关联的美
巢村，知晓了南宋名臣胡铨、有“东方
莎士比亚”美誉的戏剧家汤显祖、临
高首位举人戴定实等人的历史故事，
探访了透滩村明代爱国诗人王佐故

里，拜谒了临高角，还在彩桥村欣赏
了红树林湿地公园美景，收获了临高
众多地名文化故事。

组委会负责人表示，首届海南地
名文化系列活动自今年3月1日启动
以来，已在我省各界引发高度关注，
网友参赛热情高涨。截至目前，组委
会已收到省内外各地投稿的作品近
200件，另有专题评选类的海南百个

地名传说故事已征集到作品近120
件，海南地名文化系列评选已征集到
作品82件（包括海南十大古街老巷
15件、海南十大名人故里24件、海南
十大红色圣地20件、海南十大黎苗乡
镇村地名23件），内容丰富多彩。

据悉，首届海南地名文化系列活
动将历时7个多月，各大评选活动颁
奖典礼将于10月举行。

本报三亚6月12日电（记者孙
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民族语
言逐渐走向式微，为了繁荣黎族文
化，本土首部反映黎族人民生活的
电影《阿婆的槟榔》，将探索性地在

片中采用黎语对白。记者今天从剧
组获悉，目前该片正在甄选黎语配
音演员。

据介绍，《阿婆的槟榔》的后期制
作已近尾声，计划今年8月底在全国

公映。为了保护和弘扬有着悠久历史
但没有文字传承的黎族语言，该片不
仅采用黎语对白，还配合剧情穿插了
大量原生态的古老黎族民歌。同时，
为保证黎语对白的质量，剧组在海南

黎族音乐人符政高和符天志的主持
下，正在海南黎族分布地区甄选黎语
配音演员。

据悉，该片由海南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三亚赫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主要讲述海岛上一位卖槟
榔的黎族阿婆面对当代经济大潮冲击
的故事，折射出了经济大变革中现代
文化和传统文化、岛外文化与岛内文
化的碰撞与融合。

首部黎语对白电影甄选配音演员
《阿婆的槟榔》计划8月上映

首届海南地名文化活动征集作品丰富多彩
相关评选的颁奖典礼将于10月举行

科幻动作片《逆时营救》月底上映
杨幂凭此片斩获休斯敦国际电影节表演大奖

《逆时营救》中的霍建华（左）杨幂

《神奇女侠》蝉联
北美票房榜冠军
《新木乃伊》屈居亚军

据新华社洛杉矶 6 月 11 日电
（记者高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
《神奇女侠》开画两周继续高歌猛进，
本周末在北美吸金约5718万美元，轻
松蝉联北美周末票房榜冠军。

这部根据漫画改编而来，由女导
演帕蒂·詹金斯执导的奇幻动作片制
作发行成本近1.5亿美元。开画10天
来北美票房总收超过2.05亿美元，在
北美以外影市也表现不俗，本周末在
57个电影市场吸金5810万美元，全
球票房总收超过4.35亿美元。

票房亚军是环球影业重金打造的
“黑暗宇宙”系列首部影片、汤姆·克鲁
斯主演的《新木乃伊》，该片本周末开
画后在北美吸金3220万美元，在北美
以外影市取得1.41亿美元，全球票房
总收入超过了1.74亿美元，这也是汤
姆·克鲁斯主演影片取得的最佳首周
末全球票房成绩，超过了他主演的《世
界大战》的1.67亿美元。

《神奇女侠》剧照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开幕
540多部中外影视作品集中亮相

新华社上海6月12日电 （记者许晓青 刘
畅）12 日起，540多部中外影视作品集中亮相
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参加为期半个月的
展播和展映。

据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介绍，2017年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自12日拉开帷幕，活动分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6月12日至16日，为第23届
上海电视节。12日起，率先登场的是经过精心遴
选的41部中外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其中不乏
《神探夏洛克第四季》《傲骨之战》等热门剧集。它
们将在上海的4个电视频道展播。

第二阶段是6月17日至26日举办的第20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届时将展映来自全球的500多
部影片，累计展映场次将达1500场。常设展映单
元有“一带一路”“向大师致敬”“名导新作”“地球
村”“多元视角”等，今年还特别推出“中华戏曲电
影”“中国新片”“香港回归20周年”等单元。部分
热门场次，如《月光男孩》《比海更深》等一票难求。

据悉，今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期间，“一带
一路”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一带一路”相关主题
影片将举行专题推介活动，并将举行“一带一路”
电影文化圆桌论坛，成龙动作电影周也选择“一带
一路”为论坛主题。电影电视节还将按惯例举办
金爵奖和白玉兰奖评选、系列论坛、创投活动等。

葡中文学论坛里斯本举行
作家铁凝、苏童、张炜、迟子建出席

据新华社电（记者章亚东 张柯）首届葡中文
学论坛日前在里斯本澳门科学文化中心举行，葡
中作家围绕文学、社会和包容等主题，阐述了自己
的见解和看法。

中国著名作家铁凝、苏童、张炜、迟子建出席
论坛，葡方参加人员包括作家塔瓦雷斯，若泽·萨
拉马戈文学奖获得者佩肖托，以及法国艺术与文
学勋章获得者卡多佐。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表示，中葡文化交流源远
流长，这是中葡两国作家首次举办双边文学论坛，
希望与会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就文学话题自由地展
开交流，使双方均有收获。她说，中国是一个文化
大国，但由于语言、文化差异等原因，还不是文化
强国。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加强两国之间的
文学交流和作家的交往，将对方作家的作品分别
翻译和介绍给本国读者，以增进相互了解。

葡萄牙文化部长门德斯在闭幕式上说，文学
领域的交流促进两国民众彼此了解，葡中文学论
坛作为桥梁，将会使葡中关系更加紧密。

据悉，第二届论坛将于2018年在北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