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冠小组赛抽签
A组：本菲卡、曼联、巴塞尔、中央陆军

B组：拜仁、大巴黎、安德莱赫特、凯尔特人

C组：切尔西、马德里竞技、罗马、卡拉巴克

D组：尤文、巴萨、奥林匹亚科斯、里斯本

E组：莫斯科、塞维利亚、利物浦、马里博尔

F组：矿工、曼城、那不勒斯、费耶诺德

G组：摩纳哥、波尔图、贝西克塔斯、莱比锡

H组：皇马、多特蒙德、热刺、希腊人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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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吴可丽）今天晚上，悠扬
的钢琴声萦绕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大剧
院，“海航豪庭”杯第二届（2017）海南青
少年钢琴挑战赛决赛在此上演。著名
钢琴家郎朗现身决赛之夜，除了担任
评委外，郎朗还与海南小选手四手联
弹，为小琴童们展示技巧。

据悉，本届挑战赛自7月底正式
启动以来，吸引了千余名海南琴童报
名参加，经过海选、初赛、复赛，16名
选手入围决赛。

当晚，郎朗与琴童朱星泓四手
联弹《拉德斯基进行曲》开启这场
钢琴盛典。决赛正式开始前，来自
海南的自闭症儿童涛涛进行了简短
的钢琴演奏，郎朗向涛涛赠送了签
名 CD 和智能钢琴，并鼓励他继续
努力。

决赛现场，16位选手按年龄分为
四组轮流登台。选手们以娴熟的技巧
沉着应战，灵巧的手指在黑白键上行
云流水，为观众们带来《春之歌》《田园
齐响》等多首钢琴曲，精彩的演奏引来

现场观众掌声阵阵。比赛结束后，郎
朗还为四个组别的冠军选手们带来一
堂互动十足的“现场大师课”，对他们
进行技巧指导。

除了郎朗外，还有来自中国九
家.音乐学院的教授级评审团坐镇决
赛现场。

当晚的千余名观众，多是家长们
带着正在学习钢琴的孩子，郎朗的亮
相引来大家的热烈欢呼。不少家长表
示，能够近距离聆听郎朗演奏对孩子
们来说机遇难得。

“海航豪庭”杯海
南青少年钢琴挑战赛
为海南目前规格较高的
钢琴艺术赛事，大赛以
普及高雅音乐艺术为宗
旨，以励志教育为理
念、以丰富海南艺术文
化为目的，为全省上
千名小琴童搭建起
了艺术教育
和 交 流 学习
的平台。

第二届海南青少年钢琴挑战赛落幕

郎朗与小选手四手联弹

法治动漫微电影作品
征集展播活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伍昭静 言真）昨天，由省司法厅指导、南方电网公
司主办的第一届法治动漫微电影作品征集展播活
动在海口举行。

此次参展作品均取材于电网工作中的真实案
例，将规范用电行为和法治知识等融入到漫微电
影中，以小言大、由浅入深，让法治教育以喜闻乐
见的方式潜移默化。

据了解，11支参赛队伍结合网络投票情况，
自行推荐法治微动漫1至2部、微电影1至2部参
加。经过评审，最终有12部动漫微电影作品入围
总决赛。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我每年都会至少来一次海口或
三亚，这里空气好、风景好，已经成为
国内外游客的‘根据地’，所以在文化
艺术交流方面提升的空间很大。”8月
25日晚上，作为“海航豪庭”杯第二届
（2017）海南青少年钢琴挑战赛决赛评
委，著名钢琴家郎朗现身海口接受了
本报记者采访。

郎朗作为世界知名的钢琴家多
年来足迹遍布全球，领略世界多地
的文化艺术氛围。他表示海南已成
为国内外游客的重要目的地，这为
海南进一步提升整体艺术氛围打下
了基础。

“很多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海
南休闲，在文化生活方面有着很强的
需求，所以我觉得海南未来在文化艺
术发展方面具有优势。邀请国际艺术
家来这做一些艺术交流，打造海南整
体的文化艺术环境都是可以的。我本
人也愿意过来参与一些文化艺术交流

项目。”郎朗说。
因工作关系，郎朗经常来到海

南，谈及海南的钢琴学习氛围与琴童
们的整体水平，他说：“孩子们整体的
水平这几年进步得很快。因为决赛
安排了我和几位选手四手联弹，所以
提前接触了一下，发现大家水平都很
不错。”

作为不少家长和琴童们心中的
“偶像”，郎朗认为，比赛可以很好地鼓
舞和激励孩子，一场钢琴比赛不是终
点，而是起点，通过参加比赛可以帮助
大家进行更有目标性的练习。

身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亲善
大使以及联合国和平大使，郎朗的慈
善公益事业也随着他的琴声落在世界
各地。他本人在世界多地捐赠了音乐
教室与学校，用于当地儿童的音乐教
育。他也为海南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捐建了5架智能钢琴，用于组建音乐
教室，他期待以后借巡演可以将该项
目继续推广下去。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郎朗：愿意参与海南文化艺术交流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
万宁市文体局获悉，万宁市长丰镇
和大茂镇一共获得了480万元中央
补助资金，修建两块标准的天然草
坪足球场。这是海南足球场建设得
到的第一笔中央补助资金。

正在建设中的万宁长
丰镇和大茂镇足球场为11
人制的标准足球场，中央

补助资金对每片球场按照300万元
的造价以8：2的比例给予补助（即中
央资金补助240万元，地方政府配套
60万元）。大茂镇足球场已经动工建
设，长丰镇足球场8月底动工。两块
球场年底前全部完工，投入使用。

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体
育总局发布了“十三五”公共
体育普及工程实施方案的通

知，通知中包括到2020年，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到1.8平方米、改造新
建社会足球场地2万块等内容。方
案建设的公共体育服务设施资金包
括中央预算内投资、体育彩票公益
金、地方财政性资金、社会投入等。

在海南，万宁长丰镇有“足球之
乡”的美誉。最近30多年，长丰镇
先后走出了吴崇文、李景、林文、符

之青等多名国青、国奥队的队员，叶
亚六、林斯谋、许安芳等长丰人曾入
选了广东省足球队。此外，还有曾
担任过广东省海印队女足教练、广
州女足主教练的许书忠。该镇的足
球氛围浓厚，每年一届的“军坡杯”
足球赛坚持举办了十几年，从开始
的两个队参加，到现在吸引省内几
十支球队角逐。

遗憾的是，目前长丰镇缺乏标
准的11人制天然草皮足球场。万
宁市文体局局长吴少雄表示，长丰
的这块足球场还将建看台等配套设
施。建成后，将给长丰的足球爱好
者提供一个施展足球技艺的舞台，
将促进长丰足球运动的发展。大茂
镇将以足球场为核心，建成该镇的
体育健身休闲中心。

获得480万元中央补助资金

万宁正在建两块高标准足球场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王
黎刚）首届“香港航空杯”2017年海南
省足球协会杯赛今天下午在海南体职
院开踢。由前国脚麦超和黄崇指挥万
宁鼎力队4：1大胜三亚情豪队，取得
了开门红，在争冠的路上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在另外一场比赛中，儋州佳
正队6：1轻取五指山凌飞队。

本次省足协杯比赛实行业余
俱乐部制，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
参赛的6支球队在当地工商或民
政部门登记注册。参赛的6支队

伍分别是海南红色战车足球俱乐
部、儋州佳正足球俱乐部、三亚情
豪足球俱乐部、天龙足球俱乐部、
海南鼎力飞虎足球俱乐部（万宁鼎
力足球队）、五指山凌飞足球俱乐
部。其中，万宁鼎力足球队以万宁
籍球员为班底，邀请了两名外省高
水平业余球员，聘请了前国脚麦超
和黄崇执教，旨在夺冠。比赛采用
单循环赛制进行，获得本次杯赛第
一名的队伍将代表海南参加2017
年“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

赛大区赛（社会组）的比赛。
2017 年“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

间争霸赛海选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
全民健身运动会五人制足球赛今天下
午同时在海口世纪公园球场进行。

本次比赛按照最新国际足联
《室内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执行，
海选赛各组别优胜队伍将代表海
南参加全国大区赛，本次比赛娃娃
组共有21支队伍、少年组共有8支
队伍、青少年组共有10支队伍，总
共39支队伍展开角逐。

省足协杯赛首轮开踢

前国脚麦超率万宁队取得“开门红”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记者林

诗婷）2017中国滑板冲浪公开赛昨
天在北京落幕，吸引了百余名来自国
内外滑板冲浪选手参加。海南籍选
手刘径凭借娴熟技艺，斩获本次大赛
趴板项目冠军、站板项目亚军。

在本次比赛中，百余名国内外选
手经过层层对决，共有27位滑板冲
浪选手晋级决赛。最终，美国选手分
别获得青少组趴板冠亚军。在成人
组中，趴板项目冠军由海南选手刘径
获得。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以优异的

成绩拿下站板项目冠军，海南选手刘
径获亚军。

刘径为海南乐东人，曾于2009
年至今年4月期间，在三亚蜈支洲岛
旅游区担任水上运动教练一职，并熟
练掌握海上摩托艇、帆船、水上飞行
器、潜水、快艇驾驶等20余项水上运
动娱乐项目。2015年，他开始接触
滑板冲浪运动，并展现出过人天赋。
据悉，这是刘径首次参加全国性滑板
冲浪比赛，他的多组前空翻、手持滑
板侧翻等动作完成得相当漂亮。

2017中国滑板冲浪公开赛落幕

海南选手刘径获趴板冠军

直落两局胜黄永棋

林丹挺进世锦赛四强
据新华社格拉斯哥8月25日电（记者苏斌

王子江）连续两场恶战过后，林丹在25日与中国
香港选手黄永棋的羽毛球世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
赢得相对轻松，“超级丹”直落两局锁定半决赛席
位。赛后林丹说，感觉自己今年比2015和2016
年更为专注，更加明确了一些目标和方向。

林丹坦承，能以2：0结束比赛，没被对手拖进
第三局，就体力而言对自己会更好一些。

“没想到黄永棋今天打得这么顽强，昨天他与
石宇奇打了三局，但今天他一直在救球和反击，特
别是第二局我领先的时候他把比分追平甚至反超
一分。”林丹说，这一场自己把心态调整得非常稳
定，快到赛点又被对手反超的时候，没有出现太毛
躁的心态，专注于打好最后几分球。

林丹在半决赛中的对手将是头号种子、韩国
名将孙完虎，后者在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以
21：14、21：18击败印度选手斯里坎特。

因为要进行赛前热身，林丹没有关注孙完虎
的比赛，不过“超级丹”说，从结果来看，孙完虎的
状态相当不错，希望明天能全力以赴调动状态，打
好这场半决赛。

作为五届世锦赛冠军，林丹距离上一次夺冠
已经过去了四年时间。回顾这四年的历程，林丹
表示，如今的自己更加明确了一些目标和方向。

“2013年世锦赛拿了冠军，14年没能参加，
15年8进4输了，16年奥运会遗憾没能拿到奖
牌，我觉得17年会比15年和16年更专注一些。”
林丹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更加明确了一些目标
和方向，会做得更加自信。”

8月25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2017年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中
国选手陈雨菲以2：1击败泰国选手拉差诺，晋级
四强。 新华社发

8月25日，2017年“我
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
赛海选赛（海南赛区）暨海
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五人
制足球赛在海口世纪公园
球场开赛。

图为小选手在比赛中
拼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五人制足球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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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陈雨菲晋级四强

25 日，郎朗为四个
组别的冠军选手们带来
一堂互动十足的“现场大
师课”，对他们进行技巧
指导。

海南日报新媒体记者
韦茂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