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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比在海口与球迷分享独家“篮球秘籍”
——

全国学生运动会田径女子七项全能比赛

不断磨练自己 为篮球梦想努力
前 NBA 巨星
“小飞侠”科比·布莱
恩特今天上午
“空降”
海口观澜湖。尽
管已经退役一年半，但他的号召力不
减，海南 4000 多球迷陪同科比逛海口
观澜湖景点。
海口今天的气温超过 32 摄氏度，
科比的出现令现场热度急剧飙升。在
冯小刚电影公社南洋街，大批球迷高
呼科比的名字。记者注意到，现场最
小的球迷是一个 3 个月的婴儿，他被
父亲抱在怀里。
球员时期的科比以训练极度勤奋
著称，
“ 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已经成为
他最著名的典故之一。退役后，科比
把主要精力放在商业和电影领域，身
材发福的照片也在网络曝光。不过，
科比今日在微博晒出自己的健身照
片，时间显示是凌晨 4 点 10 分。科比
说：
“我现在又重新看凌晨四点的洛杉

矶了，我很自信，
在退役球员中我的身
材和状态是最好的。”第一次来海口的
科比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海口，
他说，下
次一定要带家人来海口逛逛，
看看
“凌
晨四点的海口”
和洛杉矶有何不同。
科比在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现
场指导海南青少年篮球爱好者训练并回
答提问。在近一个小时的训练中，
科比
从运球、
对抗、
投篮等细节详细指导青少
年。在提问时间，
科比回答小球迷的多
个问题。当被问到
“18岁时如何练习篮
球”
时，
他说，
当年每天他都会进行折返
跑，
坚持到健身房训练并注意饮食，
此外
他会刻意要求自己用不常用的左手投
篮。科比给海口中学生篮球爱好者传授
了独家
“篮球秘籍”
，
他说：
“只有你自己
才是不可战胜的，
所以要不断磨练自己，
激励自己，
为自己的篮球梦想去努力。
”
科比说，他最喜欢的队友是加索

尔。科比曾经遇到过杜兰特、威斯布
鲁克等强大的对手，但他认为最强的
对手还是他自己，
“我每天都提醒自己
加强训练、不能懒惰。
”
科比曾多次来中国，但这次来海
口的意义不一样。以往他是以球员、
商业大使和形象代言人的身份来中
国，这次他是以篮球教育家的身份来
海口。他说：
“我很高兴能来到海口见
证 NBA 中国和观澜湖集团的合作。
这里有顶级的训练设施，中国的青少
年将会受益于完整而系统的 NBA 水
准的篮球培训，我相信这个合作将为
中国篮球水平的提高带来积极正面的
作用。海口 NBA 训练中心建成后，我
会 常 来 海 口 ，教 海 口 的 孩 子 们 打 篮
球。和他们一起分享篮球的快乐。”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 9 月 12 日讯）

■ 欧冠小组赛前瞻

亚冠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

热刺能否打破主场“魔咒”
？

上港点球大战淘汰恒大进四强

上港外援胡尔克进球后庆祝。

本报讯 9 月 12 日晚，2017 年亚冠
联赛 1/4 决赛第二回合在广州天河体育
场进行，广州恒大主场迎战上海上港。
经过点球大战，上港以 10：9（点球 5：4）
淘汰恒大，
晋级亚冠四强。
第一回合 0：4 落后的恒大在主场展
开绝地反击。上半场，巴西外援阿兰梅
开二度，恒大 2：0 领先。下半场，恒大另
一名巴西外援高拉特又攻中两球，恒大
在 90 分钟内将比分追成 4：4 平。比赛
进入加时赛。
在加时赛中，上港外援胡尔克任意
球破门再度反超比分。比赛临近结束
时，恒大获得点球，高拉特主罚命中，再
度追平比分。比赛进入点球决战。在点
球大战中，本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的高
拉特第一个主罚射失。最终，上港五罚
全中，恒大五罚四中，上港以 10：9（点球
5：
4）淘汰恒大，
晋级四强。
（小新）

小新发

9 月 12 日，科比在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体育馆与青少年互动交流。图
为小球手们在科比的指导下训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北京时间 9 月 14 日凌晨，欧冠
小组赛第一轮比赛将进行 E 至 H 组
的角逐，其中 H 组托特纳姆热刺坐
镇主场温布利球场迎战多特蒙德，是
一场实力较为接近的焦点战役。
热刺本赛季陷入主场
“魔咒”
，他
们将主场转到伦敦著名的温布利球
场后，在新赛季英超联赛中还未尝胜
绩。前四轮英超热刺 2 胜 1 平 1 负，
其中两个主场输给切尔西、战平伯恩
利。在欧冠赛场，
热刺主场战绩也不
佳，算上上赛季的三场欧冠小组赛，
他们近五场在温布利仅仅取得了 1
胜 1 平 3 负。不过，热刺的客场战绩
不错，英超两个主场均获胜，特别是
上周末 3：0 大胜埃弗顿，看来球队渐
渐进入状态。本场欧冠与多特蒙德
一战，热刺主力阿里停赛，这是一个
不利因素。
多特蒙德新赛季德甲开局不错，
3

轮战罢 2 胜 1 平暂居榜首。但在上一
轮比赛中，多特蒙德客场 0：0 被弗莱
堡逼平。比赛内容也不能让人满意，
面对对手的铁桶阵，多特蒙德缺乏速
度上的变化，
破门乏术。在这场比赛
中，
多特蒙德队长施梅尔茨受伤，
将缺
阵六周。多特蒙德还有不少伤员，魏
格尔和格雷罗处于长期伤停中，中卫
巴尔特拉能否及时复出仍是疑问。
两队最近两次交手发生在去年
的欧联杯八分之一决赛，多特蒙德主
客场双杀热刺，总比分 5：1。不过当
时热刺的重心放在联赛争冠上，欧联
杯并未尽全力，凯恩、阿里等主力球
员当时都没有进入首发阵容。
多特蒙德新赛季还在适应新帅
的新战术理念，
而热刺则要适应新主
场温布利球场。面对强硬的多特蒙
德，热刺主场不胜的
“魔咒”
恐怕还得
延续。
■ 林永成

海南选手周晶晶获银牌
本报讯 （记者林永成）9 月 11 日，在杭州进
行的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中，海南
田径队选手周晶晶代表她所就读的江西华东交通
大学出战，以 5035 分的成绩获得大学乙组女子七
项全能亚军。
在刚刚结束的天津全运会中，周晶晶代表海
南出战，以 5118 分获得七项全能第九名，距第八
名仅 1 分之差。全运会后，周晶晶马不停蹄赴杭
州参加全国学生运动会。在女子七项全能比赛
中，周晶晶以良好的状态完成 100 米栏、跳高、铅
球、200 米、跳远、标枪和 800 米七个项目的比赛，
最终以 5035 分获得女子七项全能亚军。
本届学生运动会是大学生运动会和中学生运
动会合并后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本次
运动会将大学组 10 个项目与中学组 8 个项目，以
及大学甲组、大学乙组、中学组 3 个组别的赛事联
合编排。周晶晶代表她所就读的江西华东交通大
学，参加七项全能大学乙组的比赛。

国际象棋走进
海口文庄第一小学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近日，海口市琼山区文
庄第一小学举行国际象棋进校园启动仪式。今
年，海南童星国际象棋俱乐部将在琼山区文庄第
一小学一、二、三年级共 30 个班全面普及国际象
棋，助力学校打造全国国际象棋特色学校。
启动仪式上，琼山区文庄一小校长林洪师表
示，该校将努力实现
“人人会下棋，班班有棋队，周
周有棋课，年年有棋赛”的目标。
省国际象棋协会向文庄第一小学授予“国际
象 棋 后 备 人 才 基 地 ”牌 匾 ，并 向 该 校 赠 送 价 值
3000 元的国际象棋和书籍。

水晶宫主帅德波尔下课
成为英超历史上最“短命的”主教练

据新华社伦敦9月11日电 英超俱乐部水晶宫
队11日宣布，
主教练弗兰克·德波尔已经被解职。
来自荷兰的德波尔 77 天前被任命为水晶宫
队主教练，但带领球队一共参加了 5 场比赛，只在
联赛杯比赛中战胜了英冠球队伊普斯维奇，在前
4 轮英超比赛中，全队一场未胜一球未进，成为英
格兰顶尖联赛 93 年来开局战绩最糟糕的球队。
从比赛场次上来说，47 岁的德波尔也成为英
超历史上最
“短命的”
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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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电影《阿婆的槟榔》金鸡百花电影节首映
9月15日在全国院线上映

本报三亚 9 月 12 日电 （记者孙
婧）记者今天获悉，
“ 海南人的幸福生
活”系列电影第二部《阿婆的槟榔》，将
于 9 月 13 日在第 26 届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影展首映，9 月 15 日登陆全国
院线公映。
“老爸茶坊”里慵懒的彩民、挑槟
榔叫卖的阿婆、楼宇间行色匆匆的年
轻一代……海南新旧两代人的生活观
念与轨迹，在《阿婆的槟榔》中原味呈
现并形成了强烈对比。据了解，这部
反映海南市井风情和黎族文化并探讨
传统与现代何去何从的本土电影，总
长度 90 分钟，是以海南琼中黎族妇女
为原型，讲述一名卖槟榔的阿婆在选
择儿媳的问题上，和大学毕业的儿子
发生冲突的故事。该片也展现了海南
新一代年轻女性的生活观念和对爱情
的选择，在对比中折射出海南的时代
变迁。影片穿插运用了黎族音乐、舞
蹈和黎语对白，充满黎族风情，
将引发
观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和思考。

据悉，该片由国家一级编剧、俄罗
斯阿穆尔之秋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得主
江流执导，主角黎族阿婆的扮演者是
获过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
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中国长春电影
节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的
艾丽娅。因在《路边野餐》中饰演女一
号洋洋而崭露头角的青年演员郭月，
饰演片中年轻的黎族姑娘阿兰。
《阿婆的槟榔》为省文联主办、省
影视协承办的
“海南人的幸福生活”
系
列电影第二部影片，由三亚赫迪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省影视协联合出品，
三
亚赫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三亚市委
宣传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宣
传部及海南盛尊文化影视传媒公司联
合摄制。
据介绍，
《阿婆的槟榔》一面世便
受到业内的关注，目前，俄罗斯、加拿
大、美国等多地的电影节纷纷向该片
伸出橄榄枝。9 月 15 日，该片将登陆
全国院线公映。

我国网络视听产业高速发展
上半年备案播出网络电影逾4000部
据新华社电 （记者许晓青）今年
上半年，各网站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备案播出的网络剧近 400 部、网
络 电 影 4000 余 部、网 络 动 画 片 568
部 、网 络 纪 录 片 84 部 、网 络 栏 目 近
4600 档，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
管理司司长罗建辉日前在“第九届中
国网络视听产业论坛”上介绍了上述
情况。他说，我国网络视听节目生产
持续高速增长，市场需求日益旺盛。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
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
规模达 5.65 亿，网络视频用户使用率
75.2%；手机视频用户规模为 5.25 亿，
手机网络视频使用率为 72.6%。
■■■■■

罗建辉指出，在数量和规模高速
增长的时候，网络视听产业更加需要
着力提高作品质量。为切实加强网络
视听节目管理，今年上半年总局共处
理 155 部存在内容低俗等违规问题的
网络原创节目，其中对 125 部严重违
规节目做了下线处理，对 30 部违规节
目做了下线重编处理。同时，总局还
进一步加强了对网络电视（IPTV）等
管理，督促相关企业合法合规开展业
务，对发现问题的，要求限期整改。
“第九届中国网络视听产业论坛”
自 2009 年以来已举办八届，2016 年
起同步举办“上海网络视听季”活动，
内容包含政策宣讲、产业趋势解读等，
腾讯、爱奇艺、阿里巴巴等平台与会。

第五届中国诗歌节开幕
朗诵名家“诗颂中华”

据新华社武汉 9 月 12 日电 （记者李鹏翔 王
自宸）第五届中国诗歌节 12 日晚在湖北宜昌开
幕，开幕式文艺晚会上，30 多位朗诵名家以“诗颂
中华”为主题，朗诵古今优秀诗歌作品 20 余篇，为
本届诗歌节营造出典雅和浪漫的诗意情境。
12 日晚，伴随着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古今优秀
诗歌，第五届中国诗歌节正式拉开帷幕，陈铎、林
达信、海霞等 30 多位朗诵名家以“诗颂中华”为主
题，分“诗燃民族薪火”和“诗传复兴号角”两大篇
章，朗诵屈原、艾青、舒婷等古今诗人代表作品 20
余篇，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据了解，由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和湖北省人
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诗歌节以“诗咏盛世 圆梦
中华”
为主题，为期 6 天，将于 17 日晚闭幕。

灯笼椒

《声之形》不值得关注
■ 冯巍

海南影人摄制的本土电影《阿婆的槟榔》剧照

过去影院少见的西班牙电影引进海南

《看不见的客人》本周五上映
本报海口 9 月 12 日讯 （记者卫
小林）西班牙悬疑惊悚类型电影《看
不见的客人》日前定档，将于本周五
在我省部分影院上映，这是记者今天
从我省院线业内获悉的。
据介绍，西班牙电影水平较高，
历史上曾出现过布努艾尔、雷伊、阿
尔莫多瓦、科洛莫等蜚声世界的名导
演，斩获过欧洲各大电影节大奖。虽
然《看不见的客人》导演奥里奥尔·保
罗并非如此有名，但他对中国电影市
场充满热情，不仅在豆瓣网上开通主
页与网友互动，还为该片在中国上映
亲自来华宣传，由此可见中国电影市
场对海外各国的吸引力之大。
记者了解到，
《看不见的客人》是

奥里奥尔·保罗继《女尸谜案》
《茱莉
娅的眼睛》之后的又一部悬疑惊悚类
型力作，他自己编剧并导演，其特点
是擅长制造悬疑惊悚恐怖气氛，剧情
上善于编出跌宕起伏的情节，经常运
用反转后再反转的手法，让喜欢西班
牙电影的影迷直呼过瘾。奥里奥尔·
保罗在广州与影迷见面时说，他童年
和青年时期读过超过 500 部推理小
说，因此对悬疑惊悚类型电影非常偏
爱，
《看不见的客人》只准备了三个
月，拍摄了 52 天，加上后期制作时间
都不满一年，只是剧本创作就花了他
一年多时间。
该片故事描写艾德里安·多利亚
是一名高科技公司老板，事业如日中

■■■■■

西班牙电影《看不见的客人》剧照
天时被卷入一场谋杀案。为了打赢
官司，律师要求他把事情经过毫无保
留地说出，就这样，真相与谎言不断
交织，
让观众享受着剧情的烧脑。

日本动画片《声之形》在我国上映 5 天了，全
国票房才 3000 多万元，影迷评分也较低，仅有 7.0
分，与去年底上映的《你的名字》全国总票房高达
5.6 亿元、评分高达 8.5 分相比，两者天壤之别恐已
“命中注定”。就笔者的观感而言，
《声之形》也真
是一部并不值得关注的普通平常影片。
首先，
该片主题不外乎讲述“残酷的青春”
，
女
主角被伤害了，被孤立了，当然最后和解了，事情
只有芝麻大，
本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
在此基础上
竟然又编出女主角对伤害自己的人产生爱情，这
就显得太勉强，
成了让人兴味索然的原因之一。
其次，
日本动画片总是那副模样，
画面平直呆
板，对白声音发嗲，仿佛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让人老以为现在的观众没长大，还停留在对《铁臂
阿童木》
《聪明的一休》等类动画片的热衷层次上，
此乃不值得关注的原因之二。
其三，日本动画片在艺术上基本没有可取之
处，从《铁臂阿童木》
《花仙子》到这部《声之形》，与
素有“动画中国学派”
之称的中国动画都不具可比
性，不管是早年的《大闹天宫》
《小蝌蚪找妈妈》，
还
是近年的《宝莲灯》
《大圣归来》
《大鱼海棠》，
都有较
大差距，
更不用说与《狮子王》
《疯狂动物城》等一批
好莱坞动画大片相提并论了。日本动画片那种粗
糙质感，
与现代世界动画片精湛的制作技术潮流，
尤其是 3D 立体技术相比，
差距就更远了。
《声之形》如此平淡无奇，
票房和口碑当然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