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篮亚洲杯战报
中国蓝队92∶67卡塔尔

（中国蓝队小组赛1胜1负）

男排世锦赛资格赛
中国男排3∶0卡塔尔

（中国男排取得两连胜）

女排亚洲杯战报
中国女排3∶0澳大利亚

（13日和14日，中国女排在复赛中将先
后迎战泰国和中国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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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8月11日
晚，在天津市宝坻区体育馆举行的第
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拳击男子60公斤
级决赛中，海南选手刁剑豪以1∶4负
于云南选手山俊，收获一枚银牌。这
是海南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的首枚
奖牌（不包括群众项目）。在下午进
行的男子52公斤级半决赛中，海南
选手麦清贤以4：1击败贵州选手常
勇，晋级决赛。

尽管决赛失利，刁剑豪在本届
全运会比赛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他
第一轮KO（击倒获胜）福建选手彭
聚鹏，第二轮4∶1淘汰 3号种子新
疆选手阿卜杜热伊木·麦麦提，第三
轮5∶0轻取内蒙古选手永胜，半决

赛 5∶0 战胜 2 号种子山东选手王
森，强势挺进决赛。

8月11日晚，男子60公斤级决
赛打响，刁剑豪对阵头号种子云南名
将山俊。山俊是2016年中国拳王争
霸赛60公斤级冠军，去年曾代表中
国参加里约奥运会，是一名攻击力
强、拼劲十足的猛将。面对头号种
子，刁剑豪毫无惧色，与对手展开了
对攻。

首回合，山俊一上来便连续快
拳进攻。刁剑豪随后发动反击，但
重拳多数被对手躲过。第二回合，
双方互有攻守，场面胶着。第三回
合，刁剑豪更多地通过移动寻找出

拳时机，但山俊的防守很到位，未给
刁剑豪太多机会。3个回合战罢，5
名裁判打出了 29∶28、30∶27、29∶
28、29∶28、28∶29的分数，山俊以4∶
1获胜。

刁剑豪今年26岁，出生于南京，
9岁时进入南京清凉山体校学习拳
击。2005年，刁剑豪加盟海南队。
2010年，19岁的刁剑豪勇夺全国锦
标赛冠军，为海南拳击队夺得首个全
国大赛冠军。2014年，刁剑豪再夺
全国锦标赛冠军。刁剑豪屡受伤病
困扰，上届全运会，他因手腕受伤放
弃比赛，止步16强。凭着顽强的毅
力刁剑豪克服了伤病，经过刻苦训练
竞技水平又有提升，四年后终于站上
了全运会领奖台。

刁剑豪遗憾冲金失利，但海南
队还有冲击金牌的机会。13日下
午，上届全运会冠军麦清贤将在52

公斤级决赛中力争卫冕。决赛
对手胡建关是里约奥运会

52公斤级铜牌得主。

海南刁剑豪夺全运会拳击银牌
麦清贤打入男子52公斤级决赛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7海口巴萨足球夏令营闭营
仪式今天在海口观澜湖酒店举行。本
次夏令营选拔出6名优秀足球少年，
其中3人获得免费前往西班牙参加巴
萨总部足球学校训练一周的机会，另
外3名球员获得免费参加海口巴萨足
球学校训练一学期的机会。此外，还
有3名幸运球员获赠由包括梅西、苏
亚雷斯、伊涅斯塔在内的所有巴萨一
线球员签名的新款巴萨球服。

本次夏令营为期一个月，来自全
国各地360多名足球少年参加训练。
作为巴萨俱乐部在西班牙海外唯一一
个直接管理运营的足球学校，巴萨除
派出常驻技术总监保罗外，还特别派
出9名经验丰富的青训教练抵达海
口，亲自指导营员们训练。孩子们身
着巴萨训练服，不出家门就能体验到
原汁原味的拉玛西亚足球青训体系。

保罗认为，巴萨足球俱乐部正致
力于通过巴萨官方足球学校将巴萨足
球模式向全世界推广。中国足球队一
直梦想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球队之一，
现在中国非常重视开展青少年足球培
训工作。巴萨足球俱乐部选择海口开

办巴萨足球学校是因为中国的青少年
可以通过巴萨足校学习到最先进的足
球技术。同时海口市是一座风景优美
的旅游城市，这里的气候和环境也非
常适合足球项目的开展。

据悉，海口巴萨足校训练班在8
月20日以及8月27日有两次免费
的足球训练体验课程。巴
萨足球学校的2017-
2018训练班将于
9 月 2 日正
式开课。

本报三亚8月11日电（见习记
者陈奕霖 特约记者罗佳）北京卫
视、浙江卫视昨晚播出了《深海利
剑》第28集。剧中，25名全副武装
的三亚市公安局特警（防暴）支队
队员，跟随主演冲入一仓库内，制
服绑匪，解救被绑架人质。合规的
处置程序、干净利落的战术动作以
及最新的警用装备……虽然扮演

的是配角，但三亚市公安特警演得
一丝不苟。

剧中的这一场景拍摄于2017年
1月下旬。在接到剧组的函件后，三
亚警方经过和制片方的反复沟通，
最终确定安排两辆“剑齿虎”装甲
车，两辆越野警车，25名特警队员全
副武装配合拍摄。拍摄地点位于三
亚市港务局码头内。

“拍摄的场景都是我们日常练
习的战术突击动作，可以说是手
到擒来。”参演特警队员廖佳成透
露，当时用半天时间，拍摄了从室
外冲进室内解救人质和将绑匪制
服押解上警车两个场景。除个别
镜头外，均是按照日常训练内容
及现场处置程序，完成解救任
务。“从突击到冲进室内的站位、

破门而入之后的枪口指向，都和
真实的解救人质别无二致。”廖佳
成说，队员们都有三亚公安宣传片
《不忘初心》的参演经验，配合拍摄
《深海利剑》也较为顺利，“就是一个
镜头要从多个角度取景，一个场景
要演上数回。”

据悉，《深海利剑》是海军政治
部、北京电视台联合星梦工厂等影

视公司出品，由赵宝刚执导的军事
题材电视连续剧。该剧以海军372
潜艇官兵先进事迹为素材创作，讲
述了中国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制定计划网罗精英人才，为正在研
发的新型潜艇培育指挥型军官的故
事。为了呈现最真实的效果，该剧
剧组辗转大连、青岛、武汉、三亚等
多个城市实地取景拍摄。

“唱响定安”青少年
歌手大赛落幕

本报定城8月11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薛陶陶）8月10日晚，由定安县委宣
传部和该县文体局联合指导的“唱响定安”青少
年歌手大赛在该县灯光球场落下帷幕。经过两
个多小时的角逐，4号选手王瑚以一首《懂你》摘
得冠军。

据了解，经过海选、初赛和复赛等多轮比拼，
9名选手在决赛中角逐歌王。当晚，他们大展歌
喉，一决高下，为观众带来《烛光里的妈妈》《当你
老了》等脍炙人口的歌曲。激烈的对决引爆现场
气氛，观众纷纷举起手中的荧光棒，为选手加油打
气。最终，4号选手王瑚，赢得了现场评委和观众
的肯定，以9.79分的高分获得冠军，梁定蕃、秦德
鹏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

据悉，“唱响定安”作为该县的本土歌唱赛事，
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该赛事在丰富青少年文化
生活的同时，积极挖掘定安本土音乐人才，并为本
土歌唱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奇幻片《鲛珠传》
亮相海口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奇幻片《鲛珠传》近日
在海口中视国际影城喜盈门店举行超前观影会。

该片由香港著名导演陈嘉上监制，内地青
年导演杨磊执导，主演包括王大陆、张天爱、盛
冠森，另有任达华、王迅、赵健、刘俊孝、释彦
能、胡兵、何穗等联袂主演，阵容庞大，让观众
全神贯注。影片以九州大地为舞台，讲述了飞
贼泥空空、捕快黑羽、王子蛤蜊三人在寻找鲛珠
的旅程中相互扶持，并共同对抗野心勃勃的羽
族后裔的故事。

业内人士认为，《鲛珠传》作为今年暑期档
里即将上映的最新奇幻电影，虽然表面上名气
不如此前上映的《悟空传》和正在热映的《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但是由于它与本片导演杨磊热
导的电视剧《九州·天空城》一脉相承，因此人气
一点也不低，只不过电影版片名没有带上“九
州”字样罢了。不少人表示，也许《鲛珠传》作为

“九州”系列的第一部电影，还会引发又一场观
影热潮。

保亭举办
七人制足球比赛

本报保城8月11日电（见习记者李艳玫 通
讯员黄立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首届七人制足
球赛昨天开幕，共有10支队伍参加。在揭幕战
中，新大新队以3∶2战胜了七仙岭东坡队。

本届比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单循
环制，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制。冠军争夺赛将
于8月24日在保亭思源中学举行，冠军队将赢得
3000元奖金。组委会还设“道德风尚奖”“最佳射
手奖”“最佳球员奖”等奖项。

海口巴萨足校夏令营闭营
3名优秀小球员免费前往巴萨总部足校训练一周

疾风骇浪之中，随着官船一行抵达崖州，汉族少女平凡
而又传奇的一生由此开始……今天晚上8点，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体厅、三亚市委宣传部出品，省歌舞团和省歌舞团
附属芭蕾舞蹈学校创作演出的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在省
歌舞剧院上演。时隔十年，该剧经过全新编排后，在8月11
日至13日再度亮相海南舞台，以此开启全国巡演。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吴可丽

据了解，此次舞蹈的编排也较
十年前有了较大提升，经过十年的
积累，主创人员在群舞、双人舞、独
舞中注入丰富黎族元素，钱铃棍等
都为舞蹈添上民族亮色。

悠悠音乐起，男一号阿山目送黄
道婆离开海南岛，将织技带回中原。
这一眼承载着剧中人物的情感，也饱
含阿山扮演者汪子涵对于该剧的感
情。十年前，25岁的汪子涵就扮演
了阿山这一角色。“十年之后，我们不

仅是在舞蹈、音乐等有形的形式上
有了很大提升，更重要的是在情感
上的升华，由十年前黄道婆、符巧、
阿山三人的儿女情长升华为了黎汉
同胞的手足深情。”汪子涵说。多年
积累促成的精良制作也引来当晚
1000余名观众的阵阵掌声与好评。

“真是一场文化盛宴。唯美的舞
蹈讲述了黄道婆来琼学艺、革新纺织
技术的故事，演绎了黄道婆坚韧耐
劳、乐于奉献的精神，舞剧让我们进

一步了解黎锦文化，了解海南为中国
纺织业作出的贡献。”海口市民刘智
中说。

在大学生吴丽颖看来，这部舞
剧讲述的是“纯正”的海南故事。“舞
剧让我们看到了海南民族文化的魅
力，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黎汉同胞
的手足情深，很能体现海南特色。”

该剧完成三晚海口惠民汇报演
出后将赴辽宁、黑龙江等地巡演。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

在舞台上用了真实织锦工具
舞剧《黄道婆》于2006年首次

亮相，受到了观众及专家的一致好
评，并荣获多个全国奖项。为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三亚黄
道婆文化研讨会机遇为三亚、为海
南打造又一文化名片，今年初，著名
舞蹈编导教育家高度与省歌舞团团
长彭煜翔任总导演，从舞段、音乐、
舞美等多方面重新打造该剧。全新
亮相的舞剧共五幕，以更加鲜明的
民族特色讲述了宋末元初的棉纺织
家黄道婆在海南岛生活、学习以及
帮助黎族人民改良其棉纺织技术并
将技术带回中原的故事，生动展示
了海南黎族的民俗文化和中国古代
的纺织文化。

光影变幻如黎锦多彩图腾，在
写意的舞美映衬下，黄道婆扮演者
王念慈随彩绸起舞。演出前，王念
慈告诉记者，从对黎锦一无所知到
成为天下的“神织手”，表现“黄道

婆”这一角色时要将其对海南、对黎
族同胞的深厚情感融入在她一步步
的学习之中，通过舞姿来表达情感
的变化对于王念慈来说是不小的挑
战。

缬花黎布，巧手抚梭。演出中，
演员们的动作与道具黎锦、灯光巧
妙融合，以鲜活的艺术效果呈现出
黎族织锦的过程。汉族人黄道婆在
黎族少女符巧帮助下学习织黎锦，
两位演员在黎族织女中翩跹共舞，
再现了黄道婆与黎族妇女们共同创
造纺织文化的场景。

一张龙被由符巧传到黄道婆手
上，寄托姐妹情深，传递黎汉深情。
本身就是黎族人的赵小蕾在扮演符
巧前仔细观摩自己的外婆如何织
锦，用舞蹈再现这一民族艺术精
髓。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剧组追求
细节，在舞台上使用了几件真实的
织锦工具。

用民族故事“织”靓海南故事

民族舞剧《黄道婆》全新演绎黎汉亲情

三亚公安特警本色出演《深海利剑》
拍摄了解救人质和将绑匪制服押解上警车两个场景

在舞蹈中注入丰富黎族元素

罗大佑将开启
世界巡回演唱会

据新华社台北8月11日电（记者齐湘辉 何
自力）11日，台湾音乐人罗大佑搭乘一辆象征返
乡游子乘坐的大巴来到记者会现场，宣布“罗大佑
2017巡回演唱会——当年离家的年轻人”首场将
于10月14日在台北小巨蛋登场。

这是罗大佑暌违6年后再办巡回演唱会。在
人们印象中，有着“华语流行音乐教父”之称的罗
大佑总是一身黑衣、一副墨镜。不过当天的亮相
中，罗大佑一改昔日装扮，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身
着军绿外套和卡其色长裤，脸上经常浮现的微笑
让人觉得祥和温暖。

“我希望能找到当年的感觉，想再问问自己，
当年为什么离家？也想跟现在的年轻人多谈谈。”
罗大佑说，演唱会以新专辑《家Ⅲ》为灵感，特意取
名“当年离家的年轻人”。身为异乡游子的他，在
纽约、香港、北京、上海等地漂泊了19年，直到几
年前才回到台湾的家乡。

11日，参加巴萨足球夏令营的球员在比赛。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1日，《黄道婆》在省歌舞剧院上演。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1日，山俊和刁剑豪（右）在全运会拳击
项目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