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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女作家王子君编剧的
反腐影片《母亲花》，日前在浙江省
武义县开机拍摄。该剧由深圳宝民
国际影视有限公司摄制，著名导演、

“华表奖”电影《任长霞》制片人郝一
平执导。

电影《母亲花》是王子君根据其长
篇反腐小说《栀子花殇》改编而成。《栀
子花殇》所塑造的廉政母亲，被认为是
中国文坛反腐文学长廊中一个耀眼的
人物形象，入围首届浩然文学奖。电
影《母亲花》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亲情与

家庭、家庭如何被腐败伤害与毁灭，最
后获得自我救赎的故事。影片呼唤人
们回归纯洁清廉、珍惜亲情家庭，向社
会弘扬正义、传播正能量。故事所散
发浓郁的亲情、友情、爱情气息，如同
栀子花一般纯净、清香、质朴、沁人心
脾。从腐败毁灭亲情、前途、家庭的立
场写反腐，是中国电影的新角度。

王子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散文学会理事，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
编剧中心主任，曾在海口晚报担任副
刊主编。 （小新）

反腐电影《母亲花》开机

天津全运会拳击比赛8月13日
落幕，海南队收获两枚银牌。刁剑豪
与麦清贤先后在决赛中失利，海南拳
击队两度与金牌擦肩而过。但赛后，
总教练张轲满意多于遗憾，“全运会高
手云集，我们参赛的两名男队员全部
打入决赛，收获两枚银牌，已经很不容
易了。这两名老队员在比赛中充分发
挥了水平，在决赛中拼尽全力，我对他
们的表现非常满意。”

纵观本次比赛，张轲对两名男弟子
的表现称赞有加。“场场都是硬仗，他们
硬是挺过来了，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
赛，很不简单。”本届全运会海南拳击队
有2男2女共4名队员获得决赛资格。

两名女队员签运较差，首战便碰到强手
被淘汰。两名男队员则全部打入决赛，
如此“成功率”，的确不简单。

对于落败的两场决赛，张轲并没
有责备队员。决赛的结果在大多数人
意料之中，刁剑豪和麦清贤的对手山
俊和胡建关，分别是国内60公斤级和
52公斤级的头号选手，是参加过里约
奥运会的名将。最终比分分别为1：4
和0：5，看起来悬殊，但张轲并不认为
差距很大。“从比赛过程和场面上看，
这两场决赛都是水平相当互有攻守的
对决。但最终的胜负以裁判的打分为
依据。”张轲并非埋怨裁判打分不公，

“也许我们的队员在决赛中的综合表

现比对手差一些，但他们拼尽了全力，
打出了气势。”

刁剑豪一路淘汰4名对手晋级决
赛，张轲透露说，其中有3名对手在此
前的全国性比赛中曾经击败过他。这
说明，刁剑豪在赛前的训练中又有提
高，本届全运会发挥了高水平。年近
30岁的麦清贤是上届全运会冠军，此
次虽然卫冕失利，但他克服伤病重回
赛场第四次征战全运会，已是动人励
志的事迹。而他能再度打入全运会决
赛，证明宝刀未老。

拳击是海南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
之一，自2001年正式成立以来，在全
运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三大全

国性大赛中收获二十多枚奖牌；自
2005年首次参加全运会以来，每一届
全运会都有奖牌进账，加上本届全运
会，共收获1金2银3铜。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拳击队的20
余枚全国男子赛事奖牌，均由麦清贤、
游伦海和刁剑豪“三剑客”所斩获。如
今，麦清贤和游伦海已是近30岁的老
将，最年轻的刁剑豪也已26岁。张轲
透露说：“这些老将全运会后还不会退
役，会继续征战赛场为海南拳击贡献
力量。”也许他们之中有人会坚持到下
届全运会，但届时是否还具备争夺奖
牌的实力，还是个疑问。在天津全运
会中，有不少20岁出头的新秀夺牌甚

至摘金。相比之下，海南拳击的后备
力量，已处于落后状态。

目前海南队中约有20名年轻选
手，年龄在14岁至21岁之间。“我们
早已着手更新换代的工作，这些后备
力量主要是为下届全运会储备的。”张
轲说。本届全运会预赛，海南队还派
出新人参赛，但水平不够未能取得决
赛入场券。“由于专业训练年头不足，
实战经验较少，我们的后备力量显得
较为薄弱。”张轲说，“不过，队中也有
些颇具潜力的苗子。我希望他们尽快
成长，能在下届全运会担起重担。”

本报记者 林永成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

天津全运会海南拳击队收获两枚银牌，总教练张轲：

老将拼尽全力 期待新人长成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叶
媛媛 实习生陈子仪）2017第二届大
致坡琼剧文化节经典唱段大赛总决
赛，昨日正式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
市县的20位参赛选手经过激烈角逐，
产生了包括专业组和业余组一、二、三
等奖和优秀奖等共计20个奖项。

此次琼剧唱段大赛是海口“记得
住乡愁”2017第二届大致坡琼剧文化
节的主活动之一。

据介绍，“记得住乡愁”2017第
二届大致坡琼剧文化节，在上届主要

以琼剧大赛和琼韵盛典为主的基础
上，增加了琼剧唱段大赛和琼韵论坛
两个部分。其中琼剧大赛和唱段大
赛设置了多个奖项，为广大琼剧爱好
者及琼剧演出团体提供了一个切磋
交流技艺的平台。

经过初赛和复赛的多场比拼，唱
段大赛专业组和业余组得分前10名
的参赛选手晋级总决赛。在决赛中，
选手阮丹青、黄剑凭借优异表现，分
别获得专业组和业余组一等奖。其
余选手分获各自组别二、三等奖及优

秀奖。
此次比赛的评委之一、国家一

级演员、著名琼剧表演艺术家陈素
珍认为，唯有打开门户广纳人才、
大胆创新，琼剧才会有出路。她希
望今后有更多类似大致坡琼剧文
化节这样的平台，帮助琼剧培养人
才、储备人才，同时也让更多老百
姓关注琼剧。

据琼剧文化节主办方介绍，近期
琼剧文化节系列活动——琼韵论坛
还将陆续举行。

大致坡琼剧文化节唱段大赛总决赛落幕

据新华社南京8月14日电（记
者蒋芳）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
念日。这一天，一部记录中国幸存“慰
安妇”的长篇纪录电影《二十二》在全
国公映。值得一提的是，该片最终进
入院线公映，离不开背后三万余名普
通人的支持。

就在纪录片《二十二》上映的前两
天，片中的女主角之一黄有良老人去
世了。2014年，这部纪录片开拍时共
有22名女主角，平均年龄超过90岁，
如今到了上映的时候，22个名字里14
个都加上了黑框。《二十二》的导演郭
柯是一位“80 后”。郭柯说，他从
2012年开始接触“慰安妇”题材，当时
中国内地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有32位。2014年电影开拍时，人数
减少到了22位，这也是影片片名《二
十二》的由来。

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
供的数据，70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有约40万名亚洲女性沦为日
军“慰安妇”，其中包括逾20万名中国
妇女，遭受灭绝人性的摧残。

“这不是一部贩卖磨难和眼泪
的电影。”郭柯说，他也曾纠结了很

久——要不要去刻意地设计情节，
让电影更加跌宕？“熟悉之后，她就
是普通的老人，会把你当作她们自
己家的孩子。而你把这些老人当作
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
寸。”郭柯说。

2015年10月，《二十二》拿到了
公映许可证。但由于缺乏发行资金，
只能在电影节和部分院线点映。而此
时，韩国电影《鬼乡》上映给了郭柯启
发。这部韩国电影用众筹方式拍摄、
上映，此后在韩国蝉联半个多月的单
日票房冠军。

《二十二》最终通过32099人众
筹到了 100 万元，除去电影后期制
作费用20万元后，剩余的80万元就
成为这部电影宣传活动所有的资金
来源。这三万余人的姓名，汇成了
一张长长的名单，在纪录片的片尾
播出。

担任影片顾问的中国“慰安妇”问
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纪录片
《二十二》不仅记录了老人的受害经
历，更留下了在世‘慰安妇’群体真实
生存现状的影像资料，有助于让更多
海内外人士了解她们的受害经历。”

“慰安妇”纪录电影《二十二》公映
三万余人众筹100万元资助影片

纪录电影《二十二》剧照。 小新发

博尔特挥手告别赛场
北京时间8月14日凌晨，2017年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在英国伦敦

落幕。在本届世锦赛结束后就退役的牙买加短跑运动员博尔特来到伦敦奥
林匹克体育场，与跑道和观众挥别。图为博尔特在显示着由他创造的男子
100米和男子200米世界纪录的计时器前向观众致意。 新华社发

中乙联赛第十八轮

海口博盈客场小负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8月13日晚，在2017

中乙联赛南区第十八轮较量中，海口博盈客场
0：1不敌四川安纳普尔那队，遭遇七连败。虽然
比赛失利，“欠薪事件”得到解决后，海口博盈队
士气和战斗力明显提升。

海口博盈队出征前，省文体厅拨付的400万
元扶持经费到账，俱乐部给队员们发放了拖欠的
工资。“欠薪事件”告一段落，博盈队士气回升，于
11日晚奔赴成都，准备挑战排名中乙南区前列的
强队四川安纳普尔那。

比赛于13日晚开踢。四川安纳普尔那志在
必得，开场仅两分钟，28号干颖波一脚凌空世界
波攻破博盈队大门。取得领先后，四川队放慢节
奏尝试控球打法。面对强敌和落后局面，海口博
盈队不甘示弱组织反攻。在随后的比赛中，博盈
队创造了不少得分机会，可惜在把握机会上欠些
火候，未能扳平比分。最终，海口博盈客场0：1不
敌四川安纳普尔那。

此战过后，海口博盈队4胜1平13负积13分
继续排在南区倒数第三名。下一轮比赛，海口博
盈继续在客场作战，对手为成都钱宝队。

海口市足球超级联赛次轮战罢

海航红色战车获大胜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爱海口·动起来“海口

碧桂园杯”2017年海口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近
日在世纪公园足球场战罢。经过角逐，海航红色战
车、海南大公鸡海字营足球俱乐部均取得大胜。

第二轮赛事分两天进行，共进行5场角逐。
经过争夺，海航红色战车队7：0大胜澄迈龙城地
产金冠队；海南大公鸡海字营足球俱乐部4：2胜
海口琼山区青年队；海南神话足球俱乐部2：2战
平海南岁月明星足球俱乐部；皇家11人以0：4不
敌鼎力飞虎海师队；金众实业老爷车则以2：1小
胜AJ红酒队。

8月26日，联赛第三轮将继续在世纪公园足
球场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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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8月13日电（记
者苏斌 王子江）历时10天的伦敦田
径世锦赛当地时间13日大幕落下，
美国队以10金11银9铜占据金牌榜
和奖牌榜头名，收获2金3银2铜的
中国队位列金牌榜第五。

本届世锦赛中国队力压东道主
英国队排名奖牌榜第五，延续了
2015年世锦赛和2016年奥运会以
来的良好势头。但七枚奖牌全部分
布在女子竞走和女子投掷项目，也反
映出中国田径发展上的不均衡。

六次参赛的铅球老将巩立姣终
于如愿夺冠，一扫大赛无金的尴尬。
初出茅庐的竞走新人杨家玉夺得金
牌，延续中国队在女子20公里竞走
项目上的优势。

两年前的北京世锦赛，苏炳添百
米破十秒、进决赛。再战伦敦，中国
飞人迅猛依旧，又一次成为百米决赛
场上的唯一亚洲面孔。

薛长锐在男子撑杆跳高比赛中
获得第四名，刷新全国纪录的同时创

造了中国选手在世锦赛上的历史最
好成绩。吕会会在女子标枪预赛中、
尹航在女子50公里竞走比赛中均打
破亚洲纪录。

组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0天
共售出比赛门票70.5万张，这创造了
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八枚奥运会金牌、11枚世锦赛
金牌得主尤塞恩·博尔特在组委会组
织的特别活动过后，正式向他深爱的
跑道说再见。

一位不参赛的运动员却当仁不
让地成为当日赛场的主角，只因他是
博尔特。

早早确认在本届世锦赛后退役
的牙买加“闪电”此次伦敦之旅有些
遗憾。100米个人项目输给老对手
加特林获得铜牌，接力项目担任最后
一棒的他又因伤未能完赛。

纵观全部48项比赛，冷门偏多，成
绩平平。名将冠军翻船，“平民”新人逆
袭成为赛事的主旋律”。

10天的比赛中，唯一的世界纪录

来自女子50公里竞走。考虑到该项目
首次进入世锦赛，且参赛运动员一共
只有7人，葡萄牙老将恩里克斯创造的
世界纪录“含金量”让人不敢恭维。

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南非选手范
尼凯克没有展现出成为“下一个博尔
特”的统治力。英国“国宝级”人物法
拉赫也没能在家门口继续“双冠王”
的伟业。整个世锦赛上，没有一个运
动员能够在个人单项比赛中获得两
枚金牌。

继上届世锦赛被肯尼亚挤下金
牌榜首位之后，美国队在伦敦收复失
地，以10金、11银、9铜的成绩在金
牌榜和奖牌榜上均遥遥领先。短跑
强国牙买加在100米、200米和接力
项目中全线失守，仅凭借麦克劳德在
110米栏上收获一块金牌。反倒是
南非队在短跑和跳跃项目中异军突
起，奖牌榜跻身三甲，展现出良好的
上升势头。

下届田径世锦赛于2019年在卡
塔尔举行。

伦敦田径世锦赛落幕

中国队名列奖牌榜第五

京剧名家尚长荣
传承版“三部曲”出炉

据新华社上海8月14日电（记者许晓青）记
者从上海京剧院获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
荣主演的3部当代经典作品《贞观盛事》《廉吏于
成龙》《曹操与杨修》，已完成历时3年多的“接力”
传承，构成尚长荣传承版三部曲，将于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在沪公演。

2015年起，上海京剧院启动了“尚长荣三部曲”
传承计划，旨在传承剧院经典剧目和名家前辈的艺术
精神，并持续建设演员梯队，打造优秀中青年团队。

据上海京剧院院长单跃进介绍，作为艺术指
导的尚长荣先生，口传亲授持续3年多，通过不间
断“接力”，最终完成传承计划。“尚老师年近八旬，
始终坚持亲力亲为、倾囊相授，并为青年演员们准
备了大量史料与文学作品，严格要求青年演员不
断挖掘角色、理解人物，丰富人物内心。”

根据“尚长荣三部曲”传承计划，戏中主创、主
演、主配，甚至没有演出任务的青年演员都可参与
听课、学习。尚长荣表示：“我自觉有责任向青年
后生传艺、传道、传帮带，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优秀
戏曲艺术发展。希望青年一代，都能成为合格的
戏曲演员，除了认真演戏外，更要清白做人。”

在完成全部“三部曲”排演后，《贞观盛事》将
献演于上海大剧院，《曹操与杨修》《廉吏于成龙》
则将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主角由杨东虎、董
洪松、傅希如等担纲。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文比赛闭幕

据新华社长沙8月13日电（记者阮周围 郑
欣）第十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决
赛暨闭幕式12日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经过激烈角
逐，来自苏丹的选手赵之行脱颖而出，夺得本届“汉
语桥”比赛的总冠军，并荣获“汉语之星”的称号。

参加总决赛的5强选手分别是五大洲冠军，他
们是德国赛区的何本德、马来西亚赛区的沙米尔、美
国赛区的穆宸鹏、澳大利亚赛区的刘思远和苏丹赛
区的赵之行。他们过五关斩六将，经过“过桥赛”、
复赛、决赛层层遴选，最后从112个国家的145位
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站在了总决赛的舞台上。

据悉，“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是由国
家汉办主办的大型国际性汉语比赛。从2002年
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六届。本届“汉语桥”世界
大学生中文比赛以“梦想点亮未来”为主题，将于
9月在湖南卫视播出。

“环海南岛”
全国棋牌巡回赛开赛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王黎刚）“环海
南岛”全国棋牌巡回赛第一期腾讯天天象棋杯比
赛今天在海口开幕。

我国著名象棋特级大师柳大华、赵鑫鑫，象棋
大师孟辰、孙逸阳、金松前来参加。国内近百名象
棋好手报名参加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