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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卫小
林）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型公益展演
活动——“阳光少年”美育教育成果展
演首次走进海南后引发强烈反响。

记者今天从海南组委会获悉，海
南展演已于7月14日在海南工商职
业学院剧场开幕，16日闭幕，300多
名海南学生参加了展演，海南组委会
还为万宁市礼纪镇合丰村和合兴村两
个家庭困难的学生进行了捐助。

为了使首次走进海南的“阳光少
年”展演公平公正举行，海南组委会特
别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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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外地专家莅琼，与我省黎族原生态
歌手黄婷丹等共同组成评委会，对全
部参加展演的学生进行点评。

海南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阳光少年”海南展演分别举行了
舞蹈、器乐、声乐、朗诵、戏曲、武术等
类别的展演，整个展演纯属公益性质，
对于有才艺展示而又家庭困难的学
生，海南组委会还捐助了其参演时的
吃住行等费用。本次展演，组委会接
到了万宁市礼纪镇合丰村和合兴村两
个家庭困难学生的帮助请求，组委会
资助了两村一行60余人来海口的往返
费用，参加展演学生及家人的吃住行
费用，以及两个学生今后的学习费用。

灯笼椒

青春片缘何“青春”不再？
■ 冯巍

自2013年4月赵薇执导的青春片《致我们终将
逝去的青春》全国票房取得7.18亿元以后，青春片
作为一个片种，呈现出热得快冷得也快的市场趋
势，尤其是最近上映的几部青春片，如《青春逗》《秘
果》《青禾男高》等，票房大多仅有区区几百万元，最
高也不过两千多万元，与热闹时期动辄七八亿元相
比，呈现出“青春”不再的颓势。个中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青春片本身并不具备一个片种的
必备要素，因为大多数各种类型的电影都与年轻
人的生活有关，与青春热血不无联系，因此，当内地
电影编导把青春片作为一种单纯片种去创作时，显
然就在类型上陷入了歧途，掉入了误区，拍来拍去
不免落入套路，对影迷难再产生新鲜感。其次，青
春片热赖以产生的知名IP已基本消耗殆尽。比如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改编自辛夷坞小说，票房
8.1亿元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改编自张嘉佳同名
小说，票房4.8亿元的《左耳》改编自饶雪漫小说，这
些有知名IP打底的青春片票房都热了，可其他没
有知名IP垫底的青春片，基本都当“炮灰”了。

说到底，这样的青春片热潮，还是书迷贡献
的，并非青春片这一片种本身有多创新。再次，青
春片之所以出现短暂热潮，是大资本力推的结
果。缺少大资本，改编不了知名 IP，邀请不到著
名编剧、导演和明星主演，影响力和票房收获也就
可想而知。

家长：就想学正宗巴萨足球

149名青少年球员中年龄最小
的只有6岁，最大的16岁。在这期训
练营中，有几十人来自省外。

今年8岁的王亚岚来自北京，他
在妈妈的陪伴下前几天来到海口，报
名参加了训练营。王亚岚的妈妈说：

“观澜湖海口巴萨训练营是原汁原味
的西班牙拉玛西亚教学法，我就是想
让孩子学习正宗的巴萨足球技术和
理念。通过两天的观察和体验，名不
虚传。西班牙教练的要求很独特，在
让孩子们多触球的过程中，培养孩子
们的足球技术和兴趣。”

观澜湖海口巴萨足校训练营正
式开营后，149名球员在20多名中
方教练、6名西班牙教练和一名巴
萨技术总监的指导下，开始了“原汁
原味”拉玛西亚式训练。按球员年

龄4人组成一个训练小组，小球员
们开始了颠球训练。8岁的海南小
姑娘钟玲、上海少年黄珈蓝、北京少
年吴佳霖和海南少年段昱霖4人分
到一组，教练要求小球员们把球抛
高后，再用脚面颠球，尽量多颠几
次。来自海口秀峰学校的钟玲有些
足球技术基础，经过几次的练习后，
能连续颠几次了。第二项训练内容
是带球，4个孩子围成一个三角形，
一个孩子带球慢跑向另外一个小
孩，离这个小孩还有一米的距离时，
用右脚脚弓传球给他。下一个孩子
再带球慢跑向另一个人做同样的动

作。这项技术训练有些难度。经过
20多次的反复练习，他们4个人终
于能较为标准地完成这项技术训
练。教练一声令下，从右脚改为左
脚，再进行十几分钟的训练。

教练：巴萨一队也练这一套

巴萨足校亚太区总监同时也是
教练的托尼，在训练过程中一直目
不转睛地盯着小球员们的表现。他
说：“这些技术训练的内容和拉玛西
亚训练营的一模一样，当年的梅西
和伊涅斯塔、哈维就是这样练的。

甚至，现在的巴萨一队的队员每天
也要这样练一会。”

今天上午“天公不作美”，正当训
练课开始的时候，下起了瓢泼大雨。
大雨一直持续了近半个小时，小球员
们在雨中奔跑踢球，没有一个人退
缩。托尼对中国孩子的意志品质大
加赞赏，他说，在国外孩子们这
个时候大都要避雨了。

学员：梦想终于实现

训练强度很大，
孩子们虽然速度不快，

但中途没有一分钟的休息时间，所
有人一口气练了40多分钟，才有了
一次“喘气”的机会。钟玲此前曾练
过一段时间足球，她说，能来巴萨训
练营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没想到这
个梦想终于实现了。第一堂训练课
让她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足球，那就
是时刻和足球亲密接触。原本她不
太习惯用左脚踢球，经过上午的练
习，她感觉用左脚带球、传球并非不
可能。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

梅西他们当年就是这样练的
——海口观澜湖巴萨足校训练营探秘

这两年，国内举办多次足球夏令
营，海口也举办了不少暑期足球夏令
营，但记者在今天开营的海口观澜湖
巴萨足校训练营里深深地感受到，巴
萨这个夏令营还真不一样。在技术
训练上，他们采用原汁原味的巴萨足
球学校教学方法，并向小球员们传递
巴塞罗那俱乐部的足球价值观。

6名巴萨足球学校的老师亲临
球场指导，其中有一名教师曾踢过
西班牙甲级联赛。此外，巴萨足球
学校亚太区总监托尼全程“监
工”。托尼说，海口观澜湖巴萨足

校训练营秉承了巴萨足球学校的
两个基本理念，首先向学生传授基
本的足球知识，使他们能正确面对
未来可能会遇到的运动挑战。其
次，传递代表巴塞罗那俱乐部的足
球价值观宽容、尊重、团结、友谊、
融合。

海口观澜湖运动发展总监刘
锐说，在海口观澜湖巴萨足校训练
营里，小球员能体会到原汁原味的
巴萨足球学校教学方法，同样的教
学方法为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培
养出了梅西、伊涅斯塔、哈维等世

界一流球星。或许，未来若干年
后，能从我们这期训练营中走出一
两名出色的球员。

海口观澜湖巴萨足校训练营
中，149名学员均不得使用手机。
在每天的训练课上，场外有一名医
生随时待命。除了接受常规足球训
练外，每期训练营还将由训练营教
练挑选出一名最优秀的球员，参加
为期一周的巴塞罗那本部拉玛西亚
的足球训练。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

国内足球夏令营很多

巴萨这个夏令营还真不一样

海南“阳光少年”美育教育
成果展演落幕

■ 本报记者 丁平

今天下午，在《红色娘子军》剧组
慰问演出活动中，唱完《木棉花开》，
中央歌剧院男高音歌唱家韩钧宇回
到后台换衣服，略带歉意地对工作人
员说：“对不起，对不起。‘军服’都湿
透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韩钧宇今年30岁，是山东省日
照市人，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琼海。
问起对琼海的印象，他说了一个字：

“热！”
他说：“我感受到了琼海人的热

情，琼海这里热情好客、民风淳朴。能
到红色娘子军故乡演出，我感到非常
荣幸，演出时很卖力，现在浑身是汗。”

在歌剧《红色娘子军》中，韩钧宇
饰演洪常青。他说：“到《红色娘子
军》剧组前，我是一名男高音歌唱家，
对红色娘子军的印象，大多是从历史
课本上读来的。来到《红色娘子军》
剧组，才真正体会到了红色娘子军平
时不怕苦、战时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这也是海南女性精神的体现。”

今年4月初，经过3轮选拔，韩钧
宇被选进《红色娘子军》剧组。“我感
到非常荣幸，应该是我的声质等方面
比较符合常青这个形象。同时我也
非常担心，我当时体重是190多斤，
很胖。那时的海南人都是缺衣少食，
我这个形象可能不符合。”韩钧宇说。

从入选的那天起，韩钧宇就开始

减肥，跑步、少食……两个多月下来，
韩钧宇竟然瘦了15公斤。“之前，也
多次尝试过减肥，但总是半途而废，
没有成功。”韩钧宇说，“这次能意外
减肥成功，是源自内心的责任感、荣
誉感。”

《红色娘子军》歌剧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开演以来，场场座无虚席。目
前，红色娘子军已成为海南的一张文
化名片，作为剧中男主角，韩钧宇的
名气也越来越大。“外出时，偶尔会在
大海报、视频上看到自己，心里还是
挺自豪的。但是转念一想，只有更好
地演好洪常青这个角色，才能对得起
组织对我的信任。”韩钧宇说。

（本报嘉积7月17日电）

洪常青饰演者韩钧宇：

火热的琼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本报嘉积7月17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冯玉）琼海市是红色娘子
军故乡。7月17日，伴随着悠扬的旋
律，中央歌剧院《红色娘子军》剧组走
进琼海市，在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慰问演出。

演出现场，近500个座位座无虚

席。在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剧组交
响乐团和知名演员杜文凯、李想、王
庆爽、韩钧宇、阮余群、王宵云、贾令、
金川、赵一峦等先后献演了《我爱你
中国》《红色娘子军组曲》《今夜无人
入睡》等11个精彩经典节目，受到市
民的热烈欢迎。

据了解，《红色娘子军》剧组还将
于7月18、19、20日3天在海南省歌
舞剧院演出，其中19日为中央歌剧
院、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文联纪
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慰问
专场演出，市民可购买18日和20日
两场演出门票。

《红色娘子军》剧组琼海慰问演出

7月17日，喜剧电影
《父子雄兵》在北京举办
“欢乐大通关”首映发布
会，主演大鹏、范伟、张天
爱等出席。 新华社发

中国女排来港参赛
球迷营造热烈气氛

据新华社香港7月17日电（记者郜婕 周雪
婷）“中国女排，永不言败！”中国女子排球队队员
17日中午乘船抵达香港上环港澳码头时，守候多
时的20多名拉拉队员一边挥舞手中的铃鼓和彩
球，一边高喊口号。

中国女排队员这次来香港是为参加“2017世
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的比赛。她们此前一天刚
在澳门险胜劲旅美国队，以亚军的战绩完成澳门
站的比赛。中国女排的香港之行备受香港球迷关
注。她们抵达前大约一小时，港澳码头抵达口外
就聚集了不少拉拉队成员和球迷。

一支由香港多所中学女生组成的拉拉队身着
统一的橙色T恤，头戴绘有国旗图案的尖顶纸帽，
举着分别写有“中国女排”4个红色大字的圆形标
语牌。中午12时左右，人群中有人高喊“来了！
来了！”跟随中国女排执行教练安家杰，朱婷、刘晓
彤、袁心玥等队员一一走出抵达口，向人群致意。
拉拉队员向每位女排队员赠送纪念T恤，邀请她
们合影留念。

香港站是“2017世界女排大奖赛”的第三站，
比赛将于7月21日至23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
在香港，中国女排将对阵塞尔维亚、俄罗斯、日
本。本届大奖赛的总决赛将于8月2日至6日在
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

八国男篮争霸赛将打响

国奥队首战白俄罗斯
据新华社南京7月17日电 （记者王恒志）

2017八国男篮争霸赛将于18日在江苏苏州打
响，中国国奥队将在本次热身赛上与来自伊朗、乌
克兰、白俄罗斯等的多支球队交手。

这是该项赛事连续第三年举办，参加本届赛
事的队伍包括中国国奥队、伊朗国家队、白俄罗斯
国家队、乌克兰国家队、卡塔尔国家队、美国职业联
队、立陶宛职业联队和澳大利亚悉尼国王队。根据
赛程，八支球队分为两个小组先进行小组单循环
赛，随后根据排名进行交叉淘汰赛。中国国奥队和
伊朗队、白俄罗斯队、乌克兰队同在一个小组。

国奥队主帅吴庆龙表示，这支新组建的国奥
队比较年轻，也有很多新人，国奥队的任务就是发
现和培养有潜质的球员。值得一提的是，19岁的
北京球员塔瑞克·加尼尤入选了本届国奥队，这位
又名丘天的混血球员司职中锋，此前在2016年亚
洲U18青年男篮锦标赛上表现不错。

《父子雄兵》
即将上映

中外专家为中国足球
“未来之路”出谋划策

据新华社陕西渭南7月17日电（记者公兵）
17日，“未来之路”2017陕西渭南国际足球交流论
坛暨中德青少年足球夏令营勒沃库森渭南站发布
会在此间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就中国足球的

“未来之路”出谋划策。
陕西省体育局副局长董利表示，德国成功的

联赛制度和青少年足球体系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我们也正在积极地研究、论证、吸收和引进这些先
进的经验和做法。

前中国足协官员崔永利指出，中国青少年足
球水平相对较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缺少成体系
的训练方法。而德国青训经过近十多年的发展，
已然走到了世界前列，他们的青少年足球培训体
系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前河南建业主教练贾秀全说，相比较以前的
足球环境，现在各地开展足球夏令营对青少年足
球事业发展有积极意义。谈到对青少年球员的培
养，他指出，现在的足球环境已经改变，以往教练
们在挑选小球员时，往往注重身体而忽略孩子的
足球意识。身体可以随着年龄以及训练方法的改
进逐渐改善，但是足球意识则需要一定的天赋，希
望广大基层教练员要不断改变以往的理念，来适
应新的足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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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员在练习传球。

西班牙籍教练在传授技术要领。

走进海口观澜湖巴萨足校训练营，记者就能感受到巴萨氛围扑面而来。3块标准的足球场四周挂着
巴萨当红球星苏亚雷斯、梅西和内马尔的大幅画像，149名球员身着统一的藏青色运动短袖、黑色短裤。
巴萨足球学校亚太区总监托尼说，球场的布置和西班牙拉玛西亚青训营一模一样。

小球员分成了9支球队，这9支球队的命名很有“巴萨”韵味，分别以巴萨现役球星的名字命名。例如有
内马尔队、梅西队、苏亚雷斯队、戈麦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