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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5天9轮的激烈争夺，2017“新
燕泰·国际旅游岛杯”全国业余围棋公
开赛今天在海口结束。上海选手、中
国业余围棋“四大天王”之一、世锦赛
冠军胡煜清不负众望，以9轮不败的战
绩夺得A组冠军，并捧走5万元大奖。
北京怀柔区棋院队的冯毅和文昌航天
队的白宝祥分获亚军和季军。

本次比赛是海南省举办的规模最
大、奖金最多、档次最高的全国业余围
棋赛事，共吸引了国内近百名业余5段
以上的棋手参加，其中包括胡煜清、白
宝祥、马天放、孙宜国、付利等5位新老
世界冠军和女子职业初段棋手唐盈。

获得本次比赛第4名至第8名的
分别为赵炎、孙宜国、付利、陶汉文和
马天放。获得B组（40岁以上）前3名

的分别为孙宜国、付利、邵光。获得C
组女子前3名的是唐盈、吕烁、陈思。
获得海南省内最好成绩奖前6名的分
别为孙宜国、付利、唐盈、胡子真、苏庆
涛、胡江华。

胡煜清率领的上海清一围棋俱乐
部获得团体冠军，北京怀柔区棋院队、
文昌航天队、海南围协队分获团体第
2名至第4名。

本次比赛裁判长金同实说，与其
它省市相比，海南围棋水平相对落
后，但能多年坚持举办如此大规模高
档次的围棋赛事，年年吸引了国内大
批顶尖的业余围棋高手参加，对促进
海南围棋的发展帮助较大。像参加
本届比赛的胡煜清、白宝祥、马天放
等5大新老世界冠军，本身棋力就达
到了职业水平。胡煜清曾击败过职

业九段芮乃伟。在国内高水平棋手
的带动下，海南围棋的前景一定会越
来越好。

本届公开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
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围棋协会、海南省
文体厅、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海
南省围棋协会、海南星合体育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承办，海南新燕泰大酒店
协办。

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海口落幕

胡煜清九轮不败夺冠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中国
足协22日下午连续开出7张“罚单”，
对6月18日广州富力与上海上港比
赛中卷入冲突的相关方进行处罚，其
中，上海上港球员奥斯卡被禁赛 8

场，罚款4万元。
参与冲突的富力球员陈志钊、李

提香，以及上港球员傅欢分别被禁赛
7场、5场和6场，并分别被处以3.5万
元、2.5万元和3万元罚款。

此外，中国足协还对两家俱乐部
分别处以5万元罚款并通报批评。上
海上港由于未按规定安排主教练和首
发球员参加赛前新闻发布会，额外被
处以4万元人民币罚款并通报批评。

中国足协开出重磅“罚单”

奥斯卡被禁赛8场罚4万元

从广东宏远男篮到中国男篮蓝
队，少帅杜锋虽然到了一个更大的舞
台，感受着更大的压力，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会改变自己的执教理念，给年轻
人机会，他依旧是认真的。

刚刚结束的2017年金砖国家运
动会上，杜锋率领的蓝队两胜一负获
得亚军。和最终的成绩相比，让人印
象更深的是于德豪、吴前、胡金秋这些
之前在国家队层面默默无闻的年轻
人。对于杜锋来说，他手里本有更好
的牌，但他还是更愿意检验下新人的
成色。

“我当然知道一旦打得不理想，或
者输球，方方面面的质疑声会很多，但
我觉得篮协本来组建（红蓝）两支队伍
为的就是考察更多的年轻球员，我们
在这方面有一个共识，所以我没太考
虑比赛的结果，希望通过比赛来发掘
和考察接下来可以重点观察的球员。”
杜锋说。

杜锋所说的考察，并非说说而
已。第二场打南非，杜锋在控卫位置
上把大部分时间留给了于德豪和吴
前，让两人去对抗身体素质出众的对
手。决定冠军归属的一战，末节关键
时刻和俄罗斯战得难解难分之时，杜
锋还是把已经5次失误在身的于德豪
留在了场上。

然而该交的学费还是得交，于德
豪最后两次犯错，全场共计7次失误，
但杜锋觉得这学费交得值，“年轻队员
成长就会付出一些代价，失误也好，犯
错也好，必须要有经历，有了经历成长
的速度和空间就会更大。一旦他在关
键时刻犯错误，你就把他拿下的话，会
对他的信心多多少少都会有打击。于
德豪在金砖赛有很好的表现，在场上
的执行能力不错，这也是我考虑让他
留在场上的主要原因。”

瑕不掩瑜，仅在深圳打过一年
CBA的于德豪，在金砖国家运动会三
场比赛场均出场超过25分钟，司职控
卫的他作风果敢，尤其是在防守端能
保持给对手高强度的压迫。来自浙江
的吴前，则是蓝队征战金砖赛期间命
中三分最多的球员（5记）；还有广厦

“双子星”之一的胡金秋，对阵南非时
砍下了16分和11个篮板，末节连续
两次“打三分”得手出尽风头。

在蓝队今年的赛程中，最重要的
是8月在黎巴嫩举行的男篮亚洲杯，
于德豪们自然憧憬着能够入选最终的
大名单，对此杜锋表示：“现在队里的
球员都会有机会，最重要是适合球队
的需要和打法，能保证高强度的防守，
我会根据情况去选择最适合的球员。”

（据新华社广州6月22日电）

中国男篮蓝队主帅杜锋：

检验一下新人的成色

易建联公益试训营
海口站周末开营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易建联薪火阵营
公益试训营（海口站）本周末在海南中学高中部体
育馆开营，将针对海南青少年篮球爱好者举行5
场免费公益试训。

本次活动是由奥运跳水冠军许艳梅与国手易
建联合作举办。每场公益培训活动免费报名参
与，根据参与者年龄分组，分6岁至10岁、11岁至
14岁、15岁至18岁共3组。

该公益试训营聘请西班牙篮球学院教练员现
场执教，采用双语教学。“易建联薪火阵营公益试
训营”让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篮球爱好者接受先进
的篮球教学，感受篮球文化的魅力，体验多元化的
公益培训。2017易建联全国三人篮球赛（海口
站）将于7月14日至16日开赛。届时易建联将亲
临赛场。

国象团体世锦赛第五轮

中国男队弈和 女队大胜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记者卢羽晨）据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22日消息，在2017年国际象棋
世界团体锦标赛第五轮比赛里，中国女队状态回
升，以3.5：0.5大胜格鲁吉亚队，原本排名第一的中
国男队艰苦弈和土耳其队，暂被俄罗斯队反超。

世锦赛在俄罗斯举行，中国女队在前四轮以
场分4分暂列第七位，俄罗斯女队、乌克兰女队同
积7分位居第一方阵。不过当日居文君、谭中怡、
雷挺婕在前三台纷纷获胜取分，郭琦与对手相持
到最后不分上下，最终中国女队以场分6分跃升
至第四位。

中国男队原本与俄罗斯队同积7分并以小分优
势暂居第一。由于俄罗斯队3：1大胜挪威队，因此
俄罗斯队在场分上反超中国男队，暂居第一名。

中国车队首次登上
勒芒24小时赛领奖台

据新华社法国勒芒6月18日电 极大考验车
手毅力与赛车性能的第85届法国勒芒24小时耐
力赛18日落下帷幕，耀莱成龙DC Racing车队
38号赛车获得LMP2组冠军，此外他们还是全场
总成绩亚军，这也是中国车队首次登上勒芒耐力
赛领奖台。

勒芒24小时耐力赛起源于1923年，对赛车
和车手的速度与耐力构成双重挑战。

联合会杯
墨西哥2：1胜新西兰

6月22日，在索契举行的俄罗斯
联合会杯足球赛A组小组赛中，墨西哥
队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图为墨西哥队守门员塔拉韦
拉（上右）在比赛中飞身救险。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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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卫
小林）2017博鳌国际青少年管乐节
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将于7月15
日至20日在琼海市博鳌镇举行，这
是记者今天从博鳌音乐舞蹈交流中
心获悉的。

据介绍，为了更好地贯彻《教育部
等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的意见》，有关机构很早就开始积极

谋划举办博鳌国际青少年管乐节活
动。2017博鳌国际青少年管乐节将
办成大型国际管乐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以“搭建中外青少年管乐文化艺术
交流平台，促进青少年管乐文化艺术
和谐发展”为宗旨，助推中国管乐文化
艺术与时俱进。目前，管乐节各项筹
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记者了解到，2017博鳌国际青少

年管乐节主体活动包括管乐专场音乐
会、管乐大师专家课程、博鳌·中国青
少年素质教育发展论坛、管乐展演、开
闭幕式晚会等多项内容。其中，管乐
大师专家课程包括两大部分：学校乐
团排练实验室——排练交流与指导，
岛上寻宝——寻找8位管乐大师；中
国青少年素质教育发展论坛也分两个
分论坛举行，将围绕管乐艺术教育在

青少年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如何推
动管乐团在全国中小学校的建设和发
展、青少年管乐团管理和训练、国内外
青少年管乐团管理建设的优势互补等
论题展开研讨。

据悉，届时将有全国各地教育部
门和各大中小学校管乐团、中外知名
管乐艺术表演团体、管乐艺术名家以
及青少年管乐艺术学子等莅临博鳌参

加管乐节活动。
本次管乐节由琼海市教育局、博

鳌音乐舞蹈交流中心、国际音乐舞蹈
交流促进会、北京敦善文化艺术股份
有限公司主办，敦善·海南文化艺术
有限公司、海南华艺博鳌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承办，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
司协办。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郭
萃）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文体局获悉，
大型现代舞蹈诗《红》将于6月26日、
27日在省歌舞剧院上演，该剧以现代
舞的形式，表达了中华儿女历尽艰辛
实现民族复兴所走过的辉煌历程及

对未来的憧憬。
据了解，该剧由上海戏剧学院师

生演出，是海口市党政代表团赴上海
招商的落地项目之一，原为2011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的作
品，后经多次改编，在创作思路和表

现手法上都有了创新。
据悉，《红》演出时长近70分钟，

分为“黑暗”、“红之渴”、“红之流”、
“红之恋”4个章节，作品以现代舞为
主体，同时吸纳了芭蕾舞、中国古典
舞等元素，充分发挥了舞蹈艺术的

抒情性特点。全剧通过“红”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变化，抒发了对过去的
缅怀，对今天的欣喜，对未来的期
许。

本次演出由海口市政府主办，海
口市文体局承办。

五市县书法联展走进陵水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符宗瀚）

“海南省五市县书法联展·陵水巡展”，日前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雅居乐体育馆开展，共展出我省近百
名书法家的130余幅作品，涵盖草书、行书、楷书、
隶书等多种风格作品。

据了解，海南省书法联展第一批活动已于去
年7月底结束，第二批活动由儋州、临高、乐东、陵
水、琼中五市县联展组成，去年下半年在五市县之
间巡回展出，陵水巡展是第二批联展的最后一站。

闻讯前来观展的陵水文罗中学教师陈维芳告
诉记者，他在学校也开设了书法兴趣班，目的就是
希望让更多学生热爱书法，把这一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下去。

据悉，陵水巡展将于6月24日结束。

海南书法家范中
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6月18日下午，海口市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海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范中书法作品研
讨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北京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工商企业界名
流以及传媒界相关负责人等出席了研讨会。

范中，1962年生，华中师范大学英美文学学
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金融硕士，现为海口市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潜心研究
书法创作多年，作品曾在国内外30多个地区参
展，发表论文、译文、英汉诗作等多篇，著有《草书
鉴赏》《感悟草书——读书谱》《范中草书千字文》
《范中诗书画作品集》《范中书法作品集》等。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
办，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展览展示艺术委
员会承办。 （鲍迅）

新浪微博、凤凰网等
被叫停视听节目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记者白瀛）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2 日通报，“新浪微博”

“ACFUN”“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信息网络传
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并
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和宣扬
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被关停视听节目服务。

通报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近日发函责
成属地管理部门，按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
定》，采取有效措施关停上述网站上的视听节目服
务，进行全面整改。

大型现代舞蹈诗《红》下周海口上演

博鳌国际青少年管乐节下月举行
搭建中外青少年管乐文化艺术交流平台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卫
小林）面对进口大片《变形金刚5》首
映日高达七成的排片率，内地产影片
没有同期开画，但来自港台的《原谅
他77次》《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两部
华语片却敢与大片争票房，宣布与
《变形金刚5》同步开映，这是记者今
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香港爱情片《原谅他77
次》由香港著名导演邱礼涛执导，蔡
卓妍、钟欣潼、周柏豪、卫诗雅联合主
演。影片以一对相爱9年的情侣因
小事分手为起点展开，叙述男主角无
意中发现女主角留下一本日记，方知
自己一直忽视了身边人的感受。知
错的男主角想全力挽回，可女主角会

不会原谅他第78次？
记者了解到，《我不做大哥好多

年》是一部台湾喜剧片，由香港影人
曾志伟和台湾影星郭采洁、杨祐宁及
刚过世的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猪哥
亮联袂主演。故事讲述朱大德本已
退隐江湖到乡下开民宿，无奈道上兄
弟仍来纠缠，最终被逼无奈只好“重
出江湖”，还连带着把女儿朱小芹、女
婿小贺也牵扯进来，由此引发出一连
串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故事。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好莱坞大片
《变形金刚5》23日全国排片占比达
到了七成以上，留给影迷的选择余地
并不多，这两部华语新片的上映，将
为观众增添选择的可能。

《原谅他77次》《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今天上映

两部华语电影与大片争票房

《原谅他77次》剧照

《终极斗士4》亮相上海

6月22日，美国动作片演员斯科
特·阿金斯携自己的新片《终极斗士
4》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宣布该片预
计在2017年下半年引进我国内地上
映。图为斯科特·阿金斯在活动现场
表演李小龙的招牌动作。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