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灯笼椒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卫小

林）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大型公益展
演活动——“阳光少年”美育教育成
果展演即将走进海南，记者今天从
海南省组委会获悉，展演将于7月
14日至16日在海口举行，组委会邀
请了北京、内蒙古等地著名艺术家
来琼担任评委，并为家庭困难学生
捐助参演费用。

据介绍，“阳光少年”美育教育成
果展演一直坚守少儿美育初心，勇担
艺术教育重任，旗下系列活动已经成
为有口皆碑的知名品牌。鉴于海南

近年来少儿艺术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为了给海南学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
和交流的平台，打造海南少儿原创精
品节目，提升海南少儿艺术教师编创
水平，让更多海南学艺少儿走出海
岛，“阳光少年”活动全国组委会特别
联合海南华彩荷花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增设了2017年“阳光少年”海南
省美育教育成果展演。

为让本次展演公平公正，海南省
组委会特邀了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
金会副秘书长王洪涛，著名萨克斯演
奏家范圣琦，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

基金会扶贫专项基金委员会主席、著
名词作家汪洋，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
团党支部书记、舞蹈家刘轰，著名二
胡表演艺术家刘子维，著名歌唱家东
方红艳，内蒙古国家一级笛子演奏家
李宏，“阳光少年”品牌活动创始人、
舞蹈家李松遥等专家莅琼担任评委。

海南省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展演地点设在海南工商职业学
院剧场，展演内容分舞蹈、器乐、声
乐、朗诵、戏曲、武术等类别，原创作
品或学习作品均可。整个展演纯属
公益性质，目前已耗费百万资金，其

中仅租用转播车一项就需 10多万
元，而展演收入将全部捐献给海口以
外地区家庭困难学艺少儿，用于其参
演时的吃住行等费用。另外，承办方
海南华彩荷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准
备了10万元爱心教育基金，用于本
次展演活动和今后扶助家庭困难少
年儿童的生活和学习。

本次展演由“阳光少年”全国组
委会、海南省组委会和海南华彩荷花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海南省内蒙
古文化研究会、海南省蒙商联合会等
协办。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吴可丽）记者今天从2017
海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以高
品质艺术活动将海南打造成“一带一
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大平台，我省将

于今年11月18日至24日在省歌舞
剧院举办2017海南（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合唱节。

此次合唱节由省委宣传部牵头，
中国合唱协会、海南省文联、海口市人
民政府、海南省音协、海南省合唱协

会、海口市文体局等联合举办。
据介绍，本届合唱节将邀请中国

内地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其
他国家的成人合唱团、少儿合唱团与
中老年合唱团等参加。截至目前，组
委会已邀请到了美国、加拿大、新西

兰、俄罗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中
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近10支合唱
团体参加。

本届合唱节活动内容包括2017
海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开
幕式暨音乐会，合唱比赛与合唱展演，

合唱专家讲座（或合唱指挥大师班），
国际特邀合唱团专场音乐会，合唱进
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等活动。

本届合唱节将设金、银、铜奖及优
秀奖，还特设指挥奖、伴奏奖、新作品
奖及海上丝绸之路友谊奖等。

玉蟾宫启动国学体验之旅
本报定城7月4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今天，海南玉蟾宫启动“一道一缘·百博百
文”博士生国学体验之旅活动，向全国各高等院校
征集百名博士生、博士后参与其中。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通过邀请100名博士生
或博士后参观海南玉蟾宫，游览海口红树林湿地
公园和亚洲榕树王等景点，享受海南自然风光，游
览定安百里百村，体验海南民俗风情，品尝海南特
色饮食文化。

旅途中，主办方将邀请活动参与者，以传统文
化为主题自由创作文艺作品，包括为传统诗词重
新谱曲，为流行歌曲重新填词或创作诗歌、小品等
多种形式，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据了解，此次活动报名时间将于8月10日截
止，活动于8月26日正式开始，持续至31日。

《仙球大战》评分缘何低
■ 冯巍

近期上映电影中，影迷评分非常理智，好莱坞
大片《变形金刚5》给了4.8分，说明较差；而一些
艺术性较强的电影，如《冈仁波齐》就给了7.8分，

《重返·狼群》评到8.0分，好与坏，一目了然。而曾
经拍出经典影片《大话西游》的香港著名导演刘镇
伟新片《仙球大战》，评分居然低到2.8分，就不可
谓不差了。

想当年，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之大圣娶
亲》，在豆瓣网上至今仍然高挂着9.2分评分，《大
话西游之月光宝盒》也高达8.9分，缘何一位曾经
被视为香港喜剧电影代表人物的著名导演，新片
水准竟然低到2.8分的地步？

首先，《仙球大战》片名打了《星球大战》“擦边
球”，但内容、阵容、类型均丝毫沾不上边，让影迷
产生被“愚弄”之感，这算第一大败笔。

其次，故事内容几乎完全“复制”别人，从美国
队长、金刚狼、蜘蛛侠、雷神等超级英雄，到金庸笔
下的武林恩怨，再到黄玉郎笔下的如来神掌等，处
处拾人牙慧，毫无新意可言，此乃第二大败招。

再次，特技效果更像山寨货，给影迷粗制滥造
之感。就算导演名气再大，也不能因为投资少就

“忽悠”人吧，这是第三大失算。
如此三大败招集于一部影片，不被影迷评低

分才怪。反过来说，影迷评分就应该这样铁面无
私，不管你是不是名导演，评分就该不留情面，这
才是正常的评分态度。

2017海南（ ）合唱节11月举办
将有多支国内外合唱团体参加

“阳光少年”美育教育成果展演首进海南
海南省组委会将为家庭困难学生捐助参演费用

7月2日，喜剧片《绝世高手》在北京举行首映礼，
宣布该片将于7月7日全国上映。图为导演兼主演卢
正雨（右）携主演郭采洁（中）、蔡国庆亮相。 新华社发

《绝世高手》
北京首映

《泡芙小姐》
宣布定档

日前，电影《泡芙小姐》在北京举行“史上最敢问敢
答”发布会，宣布该片定档今年七夕节上映。图为导演
张歆艺（左四）携主创出席发布会。 新华社发

全国基层院团
戏曲会演开幕
32台好戏集中展演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
周玮）由中宣部、文化部主办的2017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3日在中国
评剧大剧院开幕。来自全国29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台剧
（节）目参演，单位主体是县级院团。

为鼓励小戏创作，展现小戏贴近
现代生活、反映人民心声的特点，会演
首次安排了4台小戏组台参演；28台
大戏中，现代戏22台，占比近80%。
参演剧（节）目涵盖33个剧种，如吉
剧、婺剧、茂腔、淮剧、彝剧等；所有剧
（节）目实行20元至50元惠民票价。

本次会演将持续至7月29日。

欧盟青年音乐节月底
在青岛举行亚洲首演

据新华社青岛7月4日电（记者
张旭东）记者4日从青岛西海岸新区
管委了解到，全球最大的青年交响乐
交流平台欧盟青年音乐节，将于7月
27日至8月3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
奉上其亚洲首演。

据介绍，2017欧盟青年音乐节将
有来自13个国家的20个乐团约500
位艺术家，奉上27场次精彩演出，包
括五大主题板块：古典到未来、律动西
海岸、藏马山音乐蓝莓假日、电影音乐
颂和“蓝色梦想”快闪户外演出。

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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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4日讯 （记者王
黎刚）女子日巡二级赛天空女子
ABC杯高尔夫球赛近日在日本兵库
县落幕。海南高尔夫球队的张维维
依靠加洞赛力克谷河枝里子，赢得了
在日本参赛的第一个冠军。

本次比赛为两轮 36 洞比杆
赛。在首轮较量中，张维维打出了
66杆。在次轮比赛中，张维维的发

挥远没有首轮出色，她抓下3只小
鸟，吞下两记柏忌，仅打出了低于标
准杆1杆的71杆。两轮战罢，张维
维的成绩为137杆（-7）。在本次比
赛中，张维维的主要对手是日本球
手谷河枝里子。两轮战罢，她和谷
河枝里子的成绩一样，两人需要通
过延长赛分胜负。最终，谷河枝里
子在加洞赛中因开球下沙坑，而张

维维两上两推抓到小鸟，战胜了日
本球手。张维维夺得了冠军，并赢
得了16.3万元的奖金。

目前，在女子日巡二级赛奖金榜
上，20岁的张维维位列第4，谷河枝
里子名列奖金榜第一，奖金数量是张
维维的两倍。日巡二级赛本赛季还
有10场比赛，赛季结束之后，只有名
列奖金榜第一位的选手可以直通女

子日巡赛，不过第2名至第5名可直
接入围日巡资格考试决赛阶段比赛。

张维维赛后说，虽然这场比赛
看上去是被谷河枝里子追赶上的，
实际情况就不是如此。谷河枝里子
前九洞打得很好，转场已经领先了
我两杆。可是后九洞我追了上去，
追到了延长赛。最后几个洞打得很
刺激。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王黎
刚）2017年“爱海口·动起来”“招行杯”
海口市篮球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昨晚在
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篮球场开打，“全
华班”福兴和平队98：85战胜卫冕冠
军海医二附院队。在另一场对比赛
中，宁翔新华队99：76胜海口技师学
院队。半决赛采用5场3胜制。

经小组赛争夺，波涛装饰队、海
师大队、福兴和平队、海医二附院队、

华溢珠玑体育队、海口技师学院队、
海南祥云防雷队和宁翔新华队进入8
强。经过3场2胜制的四分之一决赛
后，福兴和平队、海医二附院队、宁翔
新华队和海口技师学院队进了4强。

今年是海口市篮球联赛创办20
周年，自1998年以来，该项比赛从未
间断。本次比赛共有24支球队参
赛，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小组
单循环赛，4个小组的头名直接晋级

季后赛8强。4个小组的第2名和第
3名进行附加赛，胜者进入8强。第
二阶段为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采用
3场2胜制，半决赛和决赛采用5场3
胜制。海口篮球劲旅悉数参加本届
联赛。前3名将分别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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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体
校等单位协办。

女子日巡二级赛ABC杯高尔夫球赛收杆

海南球手张维维夺冠

海口篮球联赛半决赛开打

关注海南体育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公
兵）中国足协4日称，中甲球队保定容大
退赛事件中，保定赛区多次出现围堵、
攻击裁判的严重违纪行为，裁判遭到殴
打；针对中超联赛电视公共信号制作及
全媒体版权合作伙伴体奥动力因政策
调整提出降低版权费一事，中国足协
称，中超公司正在积极与体奥动力沟
通，争取达成双方满意的结果。

中国足协新闻发言人黄诗薇在当
日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上周六，中甲
保定赛区在赛后发生了攻击竞赛官员

的严重违纪及治安事件，此外，保定容
大俱乐部负责人在赛后新闻发布会及
社交媒体上宣称，退出本赛季中甲联
赛。中国足协高度重视此事，于7月1
日当天成立了专项调查组，连夜启动
调查程序。

黄诗薇介绍了截至目前的调查、
处理情况，她说：“关于赛事裁判员判
罚问题，裁委会立即启动了评议程
序。裁委会依照工作程序，对本场比
赛裁判员执法情况进行了评议，不仅
是大家关注的补时时长、主教练被罚

离替补席和判罚点球等焦点判罚，还
包括整场比赛的判罚尺度和判罚准确
性。根据工作规定，裁判的评议结果
不会对外公布，但如果经裁委会评议
后，确认是重大错判，中国足协将会对
裁判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黄诗薇称，赛区内多次出现围堵、
攻击裁判的严重违纪行为：赛后，保定
容大队场上运动员及替补席官员、运
动员冲入场内围堵并指责裁判；晚10
点半，裁判员休息室被突然停止供电；
11点10分左右，十余名人员冲入裁

判员休息室，对4名裁判员进行殴打，
造成四名裁判员头部、腰部、腿部等部
位受伤。中国足协已责成赛区对该事
件进行调查，要求赛区查明殴打裁判
人员的身份、调查赛后休息室断电原
因，以及赛区安保工作不力等情况。
施暴者的行为已触犯法律，赛区协调
员已第一时间报警，我们已经要求公
安部门进行调查，并希望公安部门依
法惩处涉案人员。后续，我们也将进
一步关注公安部门对涉案人员的调查
处理意见。

她说：“保定赛区表示，将从这一
事件中吸取教训，对自身工作漏洞进
行排查，将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
立各方面有效沟通的机制；俱乐部新
任总经理张冠军表示，俱乐部将积极
配合中国足协的调查，接受中国足协
的处罚。专项调查组已将收集到的本
场比赛的完整录像、有关视频、影音、
图片和文字等资料，提交中国足协纪
律委员会，纪委会将按照工作流程启
动相应工作，并于近日公布对此事件
的具体处罚决定。”

中国足协表示

保定容大退赛事件中裁判遭殴打

国际乒联：

乒球运动必须推广商业化
据新华社澳大利亚黄金海岸7月4日电 新任

国际乒联代理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4日说，乒
乓球运动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注入更多商业元素。

“（我）未来的工作重点是推广乒乓球走商业化
道路。”丹顿在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澳大利亚公开赛
首个正式比赛日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时说。

丹顿说，2017年世界经济不景气，体育市场内
资金枯竭。乒乓球运动必须适应这种市场环境，有
长期战略和短期办法，保证产业的健康成长。

此前，国际乒联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比如全新
的乒乓球玩法——“街头乒乓”（简称TTX），希望
吸引更多的人热爱乒乓球运动。

“‘街头乒乓’仍是一个婴儿，距离成为乒乓球
世界的主要角色为时尚远，我们会继续推广这项
运动。”丹顿说，“同时，我们不会忘记乒乓球这项
美丽运动已经取得的成绩。（国际乒联会致力于）
把乒乓球运动，包括职业乒乓球运动推向另一个
高峰。”

丹顿认为，乒乓球商业化已经对乒乓球运动
产生积极影响。

“在中国、日本和德国等乒乓球大国，商业化
在乒乓球运动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丹顿说，“我
会努力让这项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并做出很多改
变，比如乒乓球国际赛事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以便
比赛能够为乒乓球运动带来更多的经济资源。”

温网首轮段莹莹出局

彭帅和王蔷晋级
据新华社伦敦 7月 3日电 （记者王子江）

2017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3日在这里拉开战
幕，中国队有三名女单选手亮相首轮比赛，彭帅和
王蔷分别击败捷克的万卓索娃和中国台北选手张
凯贞晋级，段莹莹不敌罗马尼亚选手博格丹，无缘
第二轮。

段莹莹没能用一场胜利来庆祝自己28岁的
生日，她以4：6、2：6意外输给了排名远低于自己
的博格丹，三年来首次止步温网首轮。

身高1米85的段莹莹过去一年状态稳定，连
续杀入了美网第二轮和澳网第三轮，世界排名也
飙升到第62位。25岁的博格丹今年首次获得参
加温网的资格，排在世界115位的她在输掉第一
盘第一局后，开始利用灵活的步伐调动对手，段莹
莹最终无法发挥个人的优势而失败。

段莹莹赛后说，这场失败主要是因为自己在
场上“过于紧张”。“今年的比赛状态其实还可以，
签抽得也不错，但可能是太想赢了，把胜利看得太
重，在场上太紧张了 ，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张
维
维

图为海医二附院队和福兴和平队在比赛中。 阿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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