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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吴可丽

7月11日，第二届中国民族器乐
民间乐种组合展演在海口正式开幕。
参加首日两场展演的14支乐队各显
神通，不仅为海南观众演奏了或传统
或创新的民族民间音乐，而且以独具
地方特色的乐器吸引了观众目光。

巨野鼓吹乐组合
唢呐头配咔碗唱大戏

作为整个展演的第一个节目，山
东省巨野县文化馆鼓吹乐节目组献
上的一首《五福开门》，一开场就将现
场气氛搅热起来。

鼓吹乐是由民间吹奏乐器与打击
乐器配合演奏的一种民间乐种，山东
鼓吹乐又分鲁西南鼓吹、鲁中南鼓吹、
鲁北鼓吹和鲁东鼓吹4个流派，巨野县
文化馆的展演，则属鲁西南鼓吹。

“我们的演奏中用到了唢呐、笙、
闷笛、尖子号、锣、鼓、大镲、大铙等多

种乐器。”领队魏玉静介绍，乐曲往往
高亢、欢快、嘹亮。

演出中，几位唢呐演奏者利用循
环气息技巧，吹出了多个长音。负责
高音唢呐的演奏者，一口气就吹出了
近两分钟长的旋律。

乐队原创作品《唱大戏》收获了观
众热烈掌声。演奏者利用唢呐头和咔
碗的配合，将自己声带发出的声音进
行音色、音调等多种变化，以模仿戏曲
中的各种角色。在短短几分钟演出
中，观众可以清晰辨别出演奏者一人
就扮演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

昆玉堂昆曲研习社
自制长尖号筒奏多变曲调

昆山昆玉堂昆曲研习社堂名乐
队带来了《将军令》和《水龙吟》两首
乐曲。

昆玉堂是流行于江南的民间音乐
班社，以坐唱昆曲为主，兼有多种传统
器乐演奏形式，也有以诸如十番锣鼓、

吹打、丝竹等民间器乐为主，兼戏曲演
唱的形式。此次展演的是后者。

领队顾再欣告诉记者，展演使用
乐器15种，比较特殊的就是长尖和号
筒，这两样传统乐器均为乐队成员自
制。长尖外形似喇叭，但长度更长，可
表现高低音。号筒似木管前插一个竹
筒，只能奏低音。这两种独具地方特
色的乐器，为旋律增加了多变性。

乐队演奏的是原汁原味的苏南
十番乐中的十番吹打，一般用于喜庆
场面，具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团队中最老的乐手已经74岁
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展
演，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宣传传统音
乐，让更多人来关注，将民乐艺术传
承下去。”顾再欣说。

风华蒙古乐组合
增加蒙乐器讲述草原故事

来自内蒙古赤峰的风华蒙古乐
组合，一上场就带来了草原风情。这

次亮相，乐手们献上
了传统的《G宫调八
音》及原创的《草原
的故事》。

领队汪景仁
介绍，传统的《G
宫调八音》一般由
扬琴、笛子、四胡、
三弦这“四大件”齐
奏，乐队对此进行了
改编，加入了蒙古族
乐器筚篥、火不思等。
筚篥是管乐器，似竖笛前
加牛角，火不思属弦乐器。

《草原的故事》中的大四胡仿
佛一位蒙古族老人在蒙古包内娓娓道
来草原故事。“每一个乐器在这首曲
子中都有自己的华彩乐句，就是演奏
难度较大的部分，每一部分就代表了
草原上一个人物，或是小女孩，或是
蒙古汉子，各种人物共同演绎了草原
故事。”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舞蹈展演举行

我省两件舞蹈作品亮相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吕妍）7月8日至11日，由国家民委、文化部、内蒙
古自治区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舞
蹈作品展演在呼和浩特举行。由海南省民宗委选
送的两个优秀舞蹈作品《招龙舞》和《摇谁瑞金》
（苗语：摇篮曲）凭借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别具一格
的表演形式通过遴选，并于7月10日晚在第三场
展演中亮相。

此次展演从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部分中直院团、艺术院校报送的421个舞蹈作品
中遴选出51个优秀舞蹈作品，共进行4场展演。

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歌展演团表演的
舞蹈节目《招龙舞》，是海南苗族民间传统舞蹈，
反映了海南苗族早期民间祭祀宗教文化，是海南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由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排演的苗族群舞《摇谁瑞
金》，描绘了苗族妇女的生产生活场景，原生态
地展现了海南苗族人民勤劳质朴、纯真善良的美
好品格。

为了提升展演活动的整体水平，展演期间还
采用“一场一评”的方式，组织举办了4场少数民
族舞蹈创作研讨会，邀请国内舞蹈专家点评参演
作品，探讨交流少数民族舞蹈创作观念、方法等。

本届展演是第七届中国·呼和浩特少数民族
文化旅游艺术活动项目之一，旨在发现优秀少数
民族舞蹈编创、表演人才，继承和弘扬我国少数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少数民族舞蹈事业繁荣
发展。

动画片《大护法》明上映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卫小林）记者今

天从我省院线获悉，国产动画电影《大护法》将于
7月13日在海南各大院线同步上映。

据介绍，《大护法》是一部人工手绘的有山水
背景的成人动画电影，这种动画片近年来已很少
见，影院放映的多半都是电脑动画片，尤其是画面
风格中浓浓的国画韵味更是难得，很有三四十年前
上映的国产动画名片《小蝌蚪找妈妈》的中国味。

记者了解到，《大护法》故事讲述的是，奕卫国
大护法为了寻找失踪已久的太子，来到了一个陌
生的小镇里，由于小镇上空漂浮着一个巨大的黑
色花生状球体，故称之为花生镇。这里的居民外
形都酷似花生，当他们身上长出鬼蘑菇时便会被
镇里的守卫处决。他们尤其反对所有外来事物，
个个麻木不仁而且愚昧无知。在躲避守卫追杀的
过程中，大护法偶然遇到了太子，并与太子一同卷
入了一场关于欲望的冒险故事。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卫小
林）今天下午，《喵星人》《悟空传》两部
风格迥异的电影，在海口星轶国际影城
举行映前点映，为7月13日上映《悟空
传》和7月14日上映《喵星人》预热。本
报记者和业内人士及影迷一起观看了
影片，为读者探得了两片的内容。

《喵星人》由香港著名导演陈木胜

执导，这位13年前就为成龙执导过
《新警察故事》的名导演，此次在《喵星
人》中风格大变，以科幻+喜剧的新类
型，讲述了一只从喵星球来到地球的
喵星人犀犀利，本想先从破坏一个家
庭开始实施入侵地球计划，哪知却成
为古天乐与马丽一家的新成员，后来
被感动到甘愿放弃任务接受人类的喜

剧故事。
《悟空传》根据网络人气作家今何

在同名小说改编，由香港导演郭子健
执导，郭子健曾与周星驰联合编剧并
联合导演《西游·降魔篇》，此次的《悟
空传》与“西游记”系列电影在特效上
近似，却与名著《西游记》无关，而是拍
成了与《西游·降魔篇》相近的魔幻风

格，故事围绕孙悟空和阿紫、天蓬与阿
月的感情来展开描写。对于看过小说
的书迷来说，彭于晏和倪妮、欧豪和郑
爽这两对情侣还是颇具吸引力的。至
于在片中插科打诨的乔杉，展示阳刚
美的余文乐和天尊威风的俞飞鸿都各
具特色。只是故事太天马行空，没看
过小说一时半会难得要领。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吴可丽）由文化部、海南
省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器乐民
间乐种组合展演，今天在海南省歌舞
剧院开幕。根据展演安排，来自全国
的45支乐队组合，将在11日至13日
分三批进行6场展演，向观众展示全

国各地民乐的技艺和风采。来自山
东、辽宁、山西、江苏、内蒙古等地的
14支队伍参加了首日展演。

一阵喜庆的唢呐声中，本届展演
的首场展演正式开幕，来自山东省巨
野县文化馆的鼓吹乐节目组，以唢呐、
笙、锣、鼓等多种传统民乐乐器演奏了

《五福开门》。另一支来自山东的鼓吹
乐队，则以鼓为主，让海南观众感受到
了浓浓的鲁西南鼓吹。晋北鼓吹《山
西八大套》乐队带来的《三对面》，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二人台艺术团演奏的
《雾山顶》和《西江月》等纷纷登场。

今天的展演，登台的乐队多以10

人左右规模为主，演奏者们在演奏乐
曲时，除了展示高超的演奏技巧外，各
式乐器都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年过六旬的周齐文是一位二胡爱好
者，他告诉记者：“真没想到能在海口看
到这么精彩的民乐演奏。这次展演不仅
让我们感受到了民乐的魅力，也让我们

见识到不少极具地方特色的乐器。”
本届展演将从7月11日持续至

15日。11日至13日，展演将以每天下
午及晚上两场进行；15日晚上将举办
闭幕音乐会；12日、13日上午，来自全
国各地的音乐界专家将召开两场研讨
会，探讨交流民乐传承与创新等话题。

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开幕

首日展演14支乐队各显神通

《喵星人》《悟空传》海口点映

山东省菏泽市群
艺馆鲁西南鼓吹乐研
究会乐队在展演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喵星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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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体育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向队员们
发了火，甚至还拍了桌子。”全运会
群众项目笼式足球赛决赛结束后，
海南女足主教练肖山在接受记者电
话采访时说。

上半场海南队和湖南队战成1：1，
从比赛看海南队局面占优，为何肖山
还要发火？肖山说：“我对球队上半
场的表现很不满意，对手的实力有
限，但我们自己踢得比较糟糕，场上
的队员拼劲不足。而能拼恰恰是我
们的特点。你说，没能踢出自己的
长处，我怎么能不发火。”虽然在下
半场的比赛中，海南队以4：2战胜
了对手，但肖山并不满意。他说，球
队还是没有达到上佳的竞技状态，
我最怕被湖南队拖入点球大战，那
时胜负就听天由命了。

肖山说，虽然我们在本次比赛
中以全胜的战绩夺冠，其实，参赛球
队的实力差别不大。北京队的实力
最强，我们首战北京队时被对手先
进一球，当时我挺紧张。好在队员

们随后3：1拿下了对手。北京队在
和内蒙古队的比赛中一波三折，先
以3：0领先后，又被对手连进5球。
最后时刻，北京队又不可思议地连
进3球，反败为胜。他说：“所以我要
求队员们每一场比赛、每一分钟必
须尽全力奔跑和拼抢，只有这样，才
有可能在全运会这样高水平的比赛
中赢球。”

肖山告诉记者，在9支参赛队
中，海南女足的身体较为单薄，这就
要求我们不能与对手拼力量和身
体，要踢出“小快灵”的球风。

肖山说，海南女足这次能夺冠，
离不开省文体厅和省足协的大力支
持。赛前，球队在海口进行了一个
月的封闭集训。队员们的食宿均由
省足协安排。在这一个月的训练
中，海南女足以赛代练，和海口的多
支业余男队进行了多场对抗赛，效
果不错。

海南女足守门员王小玲的技术
相对薄弱，为了能在短期内提高她

的技术，省足协委派了西班牙籍的
一名教练和海口博盈队主力门将王
昊一，专门给王小玲指点扑救、出击
和封堵等技术。两名中外门将“临
时抱佛脚”式的指导很有成效，肖山
说：“王小玲在本次比赛中的表现很
完美，没有出现失误，扑救了几个对
手的必进之球。”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海南笼式女子和男子足球队在
今天结束的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项
目笼式足球赛中，分别获得了冠军和
第5名。海南代表队近日陆续派出
了57人，参加了全运会群众项目笼
式足球、太极拳、围棋、象棋、国际象
棋、国际跳棋、航空模型、龙舟、马拉
松等9个项目的角逐。

今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对本届
全运会进行重大改革，最大亮点在于
增加群众比赛项目，旨在让更多“草
根选手”和民间高手在全运会赛场上
展现风采。本届全运会共设置19大

项126小项的群众项目。对于全运
会的改革，我省体育部门积极响应。
省文体厅在5月召开的“我要上全
运”暨2017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
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海南19项群
众项目系列选拔赛全面启动。其
中，包括群众喜闻乐见的马拉松、
攀岩等时尚流行体育项目、拥有深
厚群众基础的传统体育项目赛龙
舟、笼式足球、棋牌类智力体育项
目和航空模型科技体育项目等。
经过近两个月的海南选拔赛和全
国预赛，海南的笼式足球、太极拳、

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
航空模型、龙舟、马拉松共9个项目
的57名运动员晋级全运会决赛。

7月7日，在全运会群众项目太
极拳决赛中，43岁的海南选手蔡于
仲获得第8名。在国际象棋的比赛
中，海南棋手陈瑜亮名列快棋赛第7
名。马拉松项目的比赛 4月 29日
结束，海南5名选手参赛，其中张爽
获得女子组第7名。海南女子业余
自行车手何冲是本次全运会改革
的受益者，她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
全运会参赛资格的业余自行车女

运动员。来自琼中的何冲是名自
行车业余爱好者，通过参加“我要
上全运”的选拔赛，让她能代表海
南出战全运会。

此外，海南羽毛球队将参加 7
月15日至16日在河北廊坊举行的
全国预赛。海南轮滑队将参加7月
21日至23日在浙江金华举行的全
国预赛。他们将为全运会决赛资
格而战。

海南省文体厅群体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海南省全民健身运
动蓬勃发展。2016年，省文体厅组

织、举办省级以上体育赛事100多
项，超过10多万名群众参加，带动我
省群众体育活动经常化、多样化开
展。海南多项群众体育项目进入天
津全运会决赛并取得好成绩，是海南
多年来重视发展群众体育运动的结
果，也将点燃海南全民健身运动热
潮。这对于推动海南群众身边的活
动和赛事的开展，促进竞技体育和群
众体育协调发展，推动海南全民健身
事业进步将发挥较大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海南“草根”全运会上开花结果
57人角逐9个群众项目，已获一个冠军、一个第五、两个第七和一个第八

海南女足缘何能夺全运会笼式足球赛冠军？主教练肖山——

备战见成效 踢出小快灵

海南女足战绩

第一场3：1北京

第二场8：0天津

四分之一决赛3：1四川

半决赛5：1北京

决赛4：2湖南

韦奕继续领跑
儋州国象超霸战

据新华社海口7月11日电“海马福美来杯”
中国海南儋州第八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
11日迎来第三轮比赛，韦奕先手力克乌克兰前世
界冠军波诺马廖夫，以2.5分继续领跑积分榜。

这是18岁的韦奕在职业生涯里第二次与波诺
马廖夫交手，上一次是在三年前的儋州超霸战中韦
奕不敌对手。这盘棋韦奕赢得颇为惊险。开局阶
段，韦奕执白选择了自己很少走的一路变化，并气
势汹汹连弃两兵攻击黑王。由于走得有些冒进，韦
奕一度形势并不见好。幸运的是，波诺马廖夫也同
样没能抓住机会。最终韦奕将局面带入多子多兵
的胜势残局，也在第一时限结束时赢得比赛。

赛会头号棋手丁立人同样喜迎首胜，执黑后
行击败刚刚过了22岁生日的队友卢尚磊。双方
在意大利开局中展开了复杂争斗。经过中局的一
番接触战后，双方交换子力进入重子残局。由于
子力位置较好，丁立人把握局面主动。压力下的
卢尚磊屡出疑问手，丁立人趁机猛冲后翼边线通
路兵，同时后车配合攻击白王，最终在第一时限结
束时锁定胜局。

其他3盘棋均以和棋告终。经过将近4个小
时的鏖战，二号种子余泱漪执黑后行在象兵残局
中弈和越南一哥黎光廉。王皓则在一场两翼对攻
战中，先手弈和俄罗斯棋手马拉霍夫。阿塞拜疆
的奈迪茨与乌克兰老将伊万丘克大斗47回合，最
终形成均势的车兵残局，各得半分。

温网纳达尔遭淘汰

费德勒、穆雷晋级八强
据新华社伦敦7月10日电 经过一天的休

战，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10日展开了第四轮比赛
的争夺。七届赛会冠军费德勒和卫冕冠军穆雷均
直落三盘晋级八强，四号种子纳达尔经历“马拉松
式”的五盘大战不敌穆勒。

三号种子费德勒第四轮的对手是来自保加利
亚的13号种子迪米特洛夫。“瑞士天王”最终以
6：4、6：2和6：4取得了在温网的第88场胜利。

头号种子穆雷迎战法国选手帕尔雷，首盘两
人战至抢七，卫冕冠军以7：1赢下抢七并最终以
7：6（1）、6：4和6：4直落三盘获胜。

来自克罗地亚的七号种子西里奇直落三盘顺
利晋级。拉奥尼奇、11号种子伯蒂奇以及24号
种子奎雷伊均苦战五盘淘汰对手，晋级八强。

在女子比赛中，来自西班牙的14号种子穆古
拉扎以2：1逆转头号种子科贝尔，晋级八强；温网
冠军大威廉姆斯、新科法网冠军奥斯塔片科、前法
网冠军库兹涅佐娃等名将也都顺利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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