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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17第十二届环岛赛

本报石碌11月1日电（记者王
黎刚）“碧桂园杯”2017第十二届环
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结束
了儋州至昌江第五赛段的比拼。意
大利威廉车队冲刺手雅克布·马雷斯
科斩获四连胜，德尔科·马赛车队选
手马丁·拉斯屈居亚军。

今天的比赛从儋州行进至昌江，
途经邦溪镇和棋子湾，全长167.5公
里，设有3个途中冲刺点和1个四级
爬坡点。今天的比赛节奏再度提升，
全程均速高达46.7公里每小时，甚
至在前40公里取得了每小时51.5公
里的惊人均速。

比赛的最后30公里进行得惊心
动魄，距离终点还有23公里时主集
团中后部发生了一起摔车事故，海南
吉轮、爱寿维等车队都有多名车手卷
入其中。爱寿维车队主将吉亚科波
此后因为违规扒车追赶大集团而被
驱逐出赛。终点冲刺时，马雷斯科击
溃所有对手斩获个人在本届环岛赛
上的四连胜。

本赛段过后，马雷斯科扩大其
总成绩以及冲刺积分领先的优势，
中国车手柳建鹏和乌克兰科尔斯
车队车手布茨则继续持有蓝衫和
圆点衫。

四连胜 马雷斯科势不可挡

今天上午，从组委会传来一个令
人意外的消息，去年环岛赛爬坡王获
得者、中国恒翔车队的主将马光通，
由于身体原因在第5赛段开赛前退
出了本届环岛赛。

马光通的突然退赛意味着柳建
鹏将扛起大旗。当记者向柳建鹏求
证这个消息时，他说：“对，马光通退
赛了。他在今年全运会结束后一直
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环岛赛开赛
前几天，他还参加了别的比赛，体能

消耗很大，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状况，
所以车队安排他先暂停比赛，安心
休息。”

缺少了主力车手马光通，是否会
对恒翔车队之后的亚洲最佳车手蓝
色领骑衫保卫战带来影响？柳建鹏
说：“马光通退赛对我们在此后平路

赛段的比赛的确影响很大，他是队里
冲刺能力非常强的车手。我们需要
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往后的比赛，我
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为重大了。”
其实，这不是柳建鹏第一次“临时挑
大梁”，在今年的环中国赛上，队友赵
京彪因伤缺阵，作为爬坡副将的柳建

鹏站了出来，较为出色地完成了任
务。

柳建鹏从山东省专业自行车队
走向职业化赛场，一路默默走来，在
队友们的熠熠光彩之中，他并不显
眼，一直是副将。其实从成绩上看，
柳建鹏并不逊色。他在环福州赛穿

过“最佳大中华车手”领骑衫，夺得过
环印尼赛赛段冠军。今年9月举行
的天津全运会上，柳建鹏收获一枚公
路大组赛的铜牌。

本赛段比赛后，柳建鹏继续将象
征亚洲最佳车手的蓝衫穿在身上。
他从领奖台上下来后马上收拾起了
笑容，他说：“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将
全力以赴去保住这件蓝衫。”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石碌11月1日电）

全力以赴保住蓝杉

■ 阿成

欧冠小组赛第四轮，切尔西客场
0：3 不敌罗马。上半程小组赛，英超
军团极为强势，参赛五队全部不败，总
成绩12胜4平，而且全部位居小组第
一（热刺和皇马平分并列第一）。切尔
西输球后，英超军团本赛季欧冠小组
赛不败神话告破，蓝军也从榜首跌至
第二，此场大胜的罗马取而代之。

蓝军切尔西成了英超军团中拖后
腿的球队。不过，此战落败对蓝军的
出线前景倒是影响不大。由于马竞
1：1战平弱旅卡拉巴克，积7分的切尔
西领先马竞 4 分，只要下一轮击败卡
拉巴克，就能提前一轮晋级。人们期
待着英超五队全部挺进淘汰赛的盛景
出现，蓝军看起来不会成为导致这个
愿望落空的“拖后腿者”。

但从切尔西目前的表现上看，
他们在淘汰赛的前景不容乐观，很
可能又成为英超军团在淘汰赛阶段
拖后腿的球队。兵败罗马城一战，

切 尔 西 完 全 被 碾 压 ，输 得 毫 无 脾
气。罗马机会一大把，如果把握机
会能力强一些，可能会出现5：0甚至
6：0的大比分。

切尔西贵为英超卫冕冠军，但本
赛季竞技成绩明显滑坡。目前在英超
联赛中，蓝军排名第四，但已落后领头
羊曼城达9分之巨。由于曼城的绝对
强势以及竞争者众多，切尔西卫冕希
望渺茫。蓝军近期状况更让人看不到
卫冕的希望，在联赛中 2：4 被沃德福
德逆转，之后 1：0 艰难战胜保级队伯
恩茅斯。而欧冠完败给罗马一战，也

让人不敢看好切尔西在欧战的前景。
这一系列比赛，切尔西的心态明

显出现了问题。虽然队中不乏球星
和猛将，但已不见上赛季那支团结一
致坚韧不拔的铁军的身影。与罗马
之战，蓝军看起来只有阿扎尔一个人
在战斗，其他 10 名首发的表现都不
行。不能说蓝军球员不卖力，但 11
个球员看起来各踢各的如一盘散
沙。球队体现不出整体，主教练难辞
其咎。孔蒂此前的日子就不好过，欧
冠惨败给罗马，更把他推上风口浪
尖，如果球队继续低迷，他的帅位恐
怕难保。切尔西本周将迎来与曼联
的一场英超焦点大战，这也是孔蒂为
自己正名的机会，就看他能否抓住这
根“救命稻草”了。

蓝军拖英超军团后腿？
大侃台

中国车手柳建鹏：

A组
曼联2：0本菲卡

巴塞尔1：2莫斯科中央陆军

B组
巴黎圣日耳曼5：0安德莱赫特

凯尔特人1：2拜仁

C组
罗马3：0切尔西
马竞1：1卡拉巴克

D组
巴萨0：0奥林匹亚科斯
葡萄牙体育1：1尤文图斯

克利伯帆船赛第三赛段开赛

三亚号起航后领先
本报讯（记者孙婧）开普敦时间10月31日，

2017-2018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第三赛段正式起
航，该赛段从南非开普敦至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

第三赛段长达4754海里。在横渡印度洋过
程中，12支船队将遇到不停变换的风速和风向，
寒冷的天气或将成为他们的极大挑战。三亚新奇
世界半山半岛号船长Wendy非常期待这个赛段
的比赛，他说：“大风大浪和超级快的船速，想想都
很有乐趣。”当天，Wendy带领三亚号船员投入比
赛，他们率先使用球帆，起航后一路领先。

记者从克利伯三亚组委会了解到，12支参赛
队预计于11月21日陆续抵达终点——澳大利亚
珀斯市弗里曼特尔港口。

国足明星邀请赛
在海南中学上演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
“永安红木杯”海中校庆国足明星邀请赛今天在海
南中学足球场上演。最终，国足明星队2：1小胜
海南中学校友队。

国足明星队阵容“男女混搭”，包括牛丽杰、吴
伟英、邱海燕、谢彩霞、张桂莲、赵燕、魏川涛、刘英
等老女足队员，男球员有前国脚池明华、麦超、胡
志军、符京以及“港脚”梁帅荣等。68岁的足球名
宿迟尚斌担任国足明星队主教练。

今天是海南中学建校94周年校庆日。体育
运动在海南中学很有传统，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南
中学足球队先后为国家青少年队输送了吴崇文、
李景、林文和符京等4名国字号球员。女足国脚
韦海英也曾是海南中学田径队队员。

省中学生运动会田径赛落幕

三亚第一中学团体第一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年海南省中学生运

动会田径赛暨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田径赛（第二十三
届中学生田径赛），日前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
育场落幕，三亚市第一中学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共有来自海口、三亚、琼海等市县的29支队伍
参赛，共产生33块金牌。三亚市第一中学队表现
出色，以11金5银4铜位居奖牌榜首位，并获得团
体总分第一名。海南华侨中学队获团体总分第二
名，奖牌数为5金2银6铜。团体总分第三名为海
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队，该队收获4金4银3铜。

在本次比赛中，男子铁饼、男子110米栏、男子
400米栏、女子400米栏、女子4×100接力赛和女
子4×400接力赛等项目的运动会纪录被刷新。

欧冠小组赛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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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迪士尼影业出品的超级英雄
电影《雷神3：诸神黄昏》，将于11月3
日在海南各大院线上映，这是记者今
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雷神3：诸神黄昏》虽然
采取中美同步上映的发行策略，但在
海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前一周开
画，目前已斩获票房超过1亿美元，可
谓票房火爆，口碑也不俗。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雷
神3：诸神黄昏》上周末在英国、韩国、
澳大利亚、巴西、法国等重要票仓国家
上映，均登上了本地周末票房榜冠军
高位，而且超过了此前口碑和票房都
较好的《奇异博士》《银河护卫队2》等
片在海外的首周末票房，甚至在新西
兰、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地还创下了
10月份首周末票房新纪录。在口碑
上，该片目前在烂番茄影评网上的新

鲜度高达96%，可见评价相当不错。
记者了解到，《雷神3：诸神黄昏》

在风格上大胆创新，不但融入公路片
元素，而且加入大量轻松幽默桥段，将
让影迷经历一段与众不同的奇幻冒险
之旅。电影特效在该片中的运用也达
到了一个新高度，片中精彩的视效不
仅将令影迷耳目一新，而且其光怪陆
离的场景设计，将令人大开眼界。

该片演员阵容也有所增强，除前
作班底全部加盟外，还增加了多位一
线影星。克里斯·海姆斯沃斯、汤姆·
希德勒斯顿这对兄弟依然是主角，马
克·鲁法洛演的浩克将有惊人巨变，而
奥斯卡和金球奖双料影后凯特·布兰
切特，也在片中首次出演漫威英雄片
第一位女性反派“死神海拉”，这将是
她继在《指环王》三部曲中出演精灵女
王形象之后，饰演一位霸气十足的反
派女性形象。

《雷神3：诸神黄昏》明天在琼上映

本报讯（记者孙婧）10月31日，
多彩中华——第二届少数民族电影
展映在重庆市黔江区濯水古镇落幕，
海南本土电影《阿婆的槟榔》制片人
江流荣获少数民族艺术贡献奖制片
人奖，这也是该片继俄罗斯阿穆尔之
秋国际电影节和加拿大金枫叶电影

节获奖后第三次获奖。
《阿婆的槟榔》自今年9月全国

公映以来，凭借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精
良的制作，得到国内外业界关注和认
可。该片从一位在海岛上卖槟榔阿
婆的日常生活切入，表现了岛内文化
和岛外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

碰撞和融合的故事。在传播黎族文
化方面，该片结合剧情穿插了8首原
生态黎族民歌，并制作了黎语版配
音，采用黎语对白和黎文字幕，为本
土电影摸索了一条新的发展途径。

据悉，《阿婆的槟榔》由三亚赫迪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海南省影视艺

术家协会联合出品，是省文联“海南
人的幸福生活”系列电影项目之一。

多彩中华——第二届少数民族
电影展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致力
于发掘少数民族电影精品，旨在持续
推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和发展，让更
多观众了解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

第二届少数民族电影展映重庆黔江落幕

海南电影《阿婆的槟榔》获奖

澄迈健身操舞大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由澄迈县文体局、澄迈

县妇女联合会主办的“千秋城市广场杯”2017年
澄迈县广场健身操舞大奖赛日前在澄迈县金江影
剧院举行。

此次大奖赛共有22支队伍参赛，最终，海汽
芳馨舞蹈队荣获特等奖；福山社区居委会荣获一
等奖；金果果队、江南社区队荣获二等奖；福山镇
妈妈健身队、文化宫队、老年大学民族舞班荣获三
等奖；老年大学交谊舞班、长安居委会一队、志愿
者协会健身队等团队荣获优秀奖。

广场健身操以自我锻炼、自我塑造、追求健与
美全面协调发展而被广大群众所喜爱。近年来，
广场健身操舞活动已在澄迈县各地蓬勃开展，逐
步形成亮点，凸显出地方特色。

海口全民阅读下基层
走进社区和学校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卫小林）今天上
午，海口市全民阅读下基层活动走进美兰区和平
南街道办，美兰区委宣传部及和平南街道办向上
坡、君尧、文明、琼苑、光阳等社区居委会和白龙小
学赠送了《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和《中国共产党
章程》单行本，海口书画家还捐赠了书画作品。

活动现场，承办方海南省求是全民阅读俱乐
部还向海口市和平南街道办事处及白龙小学捐赠
了《青年成功学》《青年成才漫谈》《美丽的海南 可
爱的家乡》等图书。海口书法家范中、李运全和画
家蔡凯玲分别向美兰区委宣传部、和平南街道办
事处机关和社区群众现场赠送了书画作品，海口
市白龙小学学生代表进行了“书香伴我行”经典诵
读活动。

海口市全民阅读下基层活动由海南省全民阅
读领导小组办公室、海口市委宣传部指导，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支持。

《我要上春晚》
节目在京启动
为2018年春晚输送优秀作品

据新华社电（记者史竞男）《我要
上春晚》节目31日在京启动，标志着

“春晚季”正式到来。该节目力求全民
参与、全球参与，以实现选手年轻化、
多元化、国际化为目标，向央视春晚舞
台输送更多有原创活力的优秀作品。

据介绍，今年《我要上春晚》设置
了“梦想组”与“挑战组”，节目不仅是
百姓绽放梦想的大舞台，也是明星挑
战自我的竞技场；同时，选手的组成更
加多样化，有个人或团体自荐，也有单
位或社会选送推荐，不设门槛。节目
分为《我要上春晚》和《直通春晚》两部
分，前12期节目为单场竞技，每期有
7组左右的选手及节目，根据现场观
众投票情况，最受欢迎的节目将进入
第二轮选拔；《直通春晚》采用直播形
式，进行现场投票，并由春晚总导演现
场进行节目筛选，为通过的选手颁发
春晚“通行证”。

新西兰亚太电影节闭幕
据新华社新西兰奥克兰11月1日电（记者

田野）新西兰亚太电影节1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
奥克兰闭幕。《战狼2》《寻愿记》《天上的额吉》等
中国影片在电影节上引起广泛关注。

《战狼2》此前已在新西兰公映，引发观影热
潮。此次该片作为本届电影节闭幕式影片播放，
电影节组委会还请来影片导演兼主演吴京与观众
互动，令不少观众再次热情“返场”。

《雷神3：诸神黄昏》剧照

据新华社东京11月1日电（记
者杨汀）作为唯一入围第30届东京
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影片，
《暴雪将至》1日完成在东京的展映，
引发日本观众极大兴趣。

《暴雪将至》讲述上世纪90年代
人称“余神探”的工厂保卫科干事锲而

不舍寻找连环杀人案真凶的故事。继
10月30日首映时观众爆满，11月1
日的第二场展映再度座无虚席。观
众屏息凝神，内心随着剧情起伏而波
动，电影结束时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青年导演董越和主演段奕宏在
展映后与观众进行了互动交流。日

本观众认为该片充满悬疑、推理，将
娱乐性与社会性、思想性有机结合，
演员的表演层次也十分丰富。

《暴雪将至》由董越编剧并执
导，谈到自己的这部处女作时，董越
表示，故事的背景是他成长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年代，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

变革期。他希望展现特定时代的小
人物身上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人
们的认识与真相之间的距离和联系。

本届东京电影节10月 25日至
11月3日举行，展映200多部来自世
界各地的影片。主竞赛单元最佳影
片金麒麟奖等奖项将于3日揭晓。

《暴雪将至》东京电影节展映引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