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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尤
梦瑜）临近年底，我省海口等地的演出
市场迎来了一年中的旺季。记者今天
从省歌舞剧院了解到，作为我省重要
的文化演出场馆之一，省歌舞剧院将
在11月、12月为广大观众带来多部
精品佳作，在新年到来之际献上内涵
丰富的文化大餐。

11月2日、3日，广州粤剧院携名
家版经典粤剧《搜书院》《黄飞虎反五

关》亮相省歌舞剧院。这两台经典粤
剧由粤剧名家、梅花奖“二度梅”获得
者欧凯明及梅花奖得主黎骏声、崔玉
梅和苏春梅分别主演。2日晚上演的
《搜书院》以琼台书院中的爱情佳话以
及粤剧大师们的精彩演出打动了广大
戏迷。

“乘物游心——钧天云和古琴音
乐会”将于11月6日晚8时与观众见
面。作为我省精品剧目惠民系列活动

之一，公众可以优惠的价格聆听空灵
之音，感受古琴之美。

11月9日晚，来自台湾的原创音
乐剧《家·书》将上演，该剧根据真人真
事改编，将为观众展示不同时代对于
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理解，展示家人
之间的温情，也让海南观众近距离感
受台式戏剧“小清新”的魅力。

12月1日、2日晚8时，由上海芭
蕾舞团带来的现代芭蕾舞剧《简爱》，

将为海南观众展示“一部带有强烈城
市特色与当下烙印的现代芭蕾”，用足
尖“讲述”经典名著中的情感纠葛。

12月25日、26日晚，被称为“亚
平宁半岛上最璀璨的音乐明珠”的意
大利爱乐乐团，将集合世界著名指挥
家和演奏家，为海南观众带来新年音
乐会，该乐团是意大利国家顶级交响
乐团，此次将奏响多首古典名曲。

12月30日，2018海口新年音乐

会将为海南观众带来中央民族乐团的
《泱泱国风》，让观众在风华国乐中迎
接新一年的到来。作为中央民族乐团
的代表性节目之一，《泱泱国风》在保
持中国民乐风格的同时，还将推出新
的特色民族乐器。

据悉，以上演出售票均已开启，观
众可前往省歌舞剧院售票处或通过海
南省歌舞团微信公众号（hnsgwt0898）
购票并了解详情。

省歌舞剧院迎来演出
多台精彩节目将于11月至12月相继亮相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郭
萃 徐晗溪）今天晚上，由俄罗斯圣彼
得堡青年芭蕾舞团带来的“俄罗斯经
典芭蕾舞片段驻场演出”，在海口华
人国际剧院拉开序幕。作为海口大
型旅游驻场演出项目，该团将从今天
起持续演出至2018年3月。

晚8时，伴随着观众熟悉的柴科

夫斯基创作名曲旋律，以经典芭蕾舞
剧《睡美人》选段的表演，拉开了该团
在海口驻场演出的首演序幕。其后
上演的《天鹅湖》《罗密欧与朱丽叶》
《胡桃夹子》等剧目，也是观众耳熟能
详的经典芭蕾舞剧。

据了解，今晚所有的演员、服装
和道具均从俄罗斯引进，从即日起到

明年3月，俄罗斯圣彼得堡青年芭蕾
舞团将常驻海口，为观众带来俄罗斯
芭蕾舞盛宴。而“俄罗斯经典芭蕾舞
片段驻场演出”，也是《印象·海南岛》
停演以来，海口旅游市场全新问世的
又一个大型旅游驻场演出项目，填补
了当前海口旅游演艺的空白。

记者获悉，华人国际剧院位于海

口日月广场，是海口首个由民营企业
建设的现代化专业剧场。今晚演出
系华人国际剧院落成的首场演出，未
来还将持续引进3D多媒体亲子魔幻
剧《阿拉丁与神灯之沉睡精灵》、悬疑
喜剧《如月疑云》等优秀演出，以丰富
海口旅游文化市场，满足海南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俄罗斯芭蕾舞团开启海口驻场演出
将演至2018年3月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卫
小林）今年10月5日在俄罗斯首映的
俄罗斯电影《太空救援》，因集灾难、
动作、太空拯救等情节于一身，引起
我国业内人士关注，记者今天从我省
院线获悉，该片正在洽谈引进，如顺
利最快将于12月在琼上映。

据介绍，由于好莱坞拍摄了不少
外太空或星际题材电影，因而逐渐把
太空题材电影培养成了观众喜爱的
类型片。今年好莱坞缺乏这类大片，
因而俄罗斯的《太空救援》成了票房

和口碑双优佳作，被业内人士誉为
《火星救援》和《地心引力》的升级版。

《太空救援》故事讲述位于外太
空的“礼炮7号”空间站意外与地球
失联后，工程师维克托·阿约金和退
役宇航员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夫临
危受命，搭乘联盟号T-13寻找“礼炮
7号”踪迹。当经历宇宙空间对接、太
空舱寒流、空间站失火、太阳能充电
系统失灵等一系列危机准备返航时，
却被告知空间站将被击落，一场更大
的太空灾难正悄然袭来……

俄罗斯电影《太空救援》引发关注

俄罗斯电影《太空救援》剧照

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闭幕

中国影片获3项奖
新华社东京11月3日电（记者

杨汀）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3日在
东京六本木举行颁奖典礼和闭幕式。
入选主竞赛单元的唯一华语影片《暴
雪将至》摘得最佳艺术贡献奖，该片男
主角段奕宏问鼎最佳男主角奖。另一
部中国影片《老兽》获得亚洲未来单元
最佳影片奖。

电影节评委评价说，中国青年导
演董越的处女作《暴雪将至》展现了

“优秀的表现力和控制得恰如其分的
画面感”，获得最佳艺术贡献奖。该片
讲述了上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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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中国演
员和导演赵薇为段奕宏颁发了最佳男
主角奖。段奕宏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说，没想到自己能获奖，站在舞台上，
又恍惚还在影片之中。他向该片所有
参与者致谢。

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由土耳其电影
《谷粒》获得，最佳女主角奖花落法国
女演员阿德琳·戴尔米。

本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于10月25
日至11月3日举行，200多部来自世
界各地的影片在电影节期间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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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届德国中国曲艺周开幕
据新华社柏林11月3日电（记者田颖）由柏

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第5届德国中国曲艺周首
场演出2日晚在柏林举行，曲艺名家姜昆、戴志诚
及众多优秀青年演员为当地华侨华人和德国民众
带来一场充满欢笑的曲艺盛宴。

当晚的演出包括相声、东北二人转、苏州评弹、
四川谐剧、数来宝、二人台和快板等众多曲艺形式。
除中国演员外，德国小伙倪克用地道的汉语、娴熟的
技巧表演了快板《武松打虎》，令现场观众叫绝。

2013年以来，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已成功举办
4届中国曲艺周活动，观众反响热烈。今年11月2
日和4日，分别在柏林、汉堡举办中国曲艺周活动。

旺季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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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碧桂园杯”2017环岛赛
的132名选手中，有很多车手是环岛
赛的“老朋友”。来自乌克兰克洛斯
车队车手波利佛大就是其中之一。

2008年，波利佛大代表乌克兰国
家队第一次参加环岛赛，至今已角逐了
6届环岛赛。他今天对记者说：“环岛
赛是我们乌克兰克洛斯车队一年赛季
中最重要的比赛之一，在前几年的比
赛中我们的成绩不错。去年，由于我
们是在开赛前5天才收到组委会的邀

请函，行程非常仓促，没有任何准备，
再加上台风让我们的航班延误，导致
战绩不佳。如果当时不是组委会的全
力协调与沟通，我们很难赶上开赛。”

去年成绩不佳让波利佛大至今耿
耿于怀，不过今年他们可是有备而

来。他说：“今年我们提前一个月就收
到了邀请函，有非常充分的时间备
战。队中目前为止有5名车手在总成
绩前20名。但马雷斯科已经获得了5
场胜利，这对于我们而言又不是很有
利。要转变这种局面需要我们在比

赛中持续进攻，如果有机会我们一定
要在突围集团中争取一切机会。”

波利佛大初次来环岛赛时还是莽
撞少年，如今已成长为车队的中坚力
量。波利佛大刚刚成为了一名父亲。
他说：“成为一名父亲让我感到非常骄

傲，我的宝宝今年9月初诞生，但作为
一个职业车手的我在他出生后就一直
忙于各项比赛，到目前为止真正陪伴
他的时间只有短短5天，心里的确有点
歉意。不过赛季马上就结束了，接下
来的3个月我可以好好陪伴他。”

他说：“环岛赛还剩两站，如果可
能，我希望可以在今年环岛赛拿下一
个单站冠军送给我的宝宝。”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五指山11月3日电）

关注2017第十二届环岛赛

莫斯卡登顶 穿上黄衫
本报五指山1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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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了第七赛段的争夺。意大利威廉
车队的爬坡手雅克波·莫斯卡在终点
前的3人小集团冲刺中后发制人，取
得赛段冠军，并从队友雅各布·马雷
斯科手中接过黄衫。

今天的比赛从三亚出发，一路向
北骑行至五指山市，途经中廖村、槟
榔谷、呀喏达、五指山水满乡以及阿
陀岭等风景名胜区。总长166.5 公
里的赛道设有2个一级爬坡点、1个
二级爬坡点和1个三级爬坡点，连续
不断的爬坡让这个赛段成为本届环
岛赛当之无愧的“皇后赛段”。谁将
率先征服坡长 7.1 公里、平均坡度
5.3%的阿陀岭，谁就极有可能拿下
赛段冠军并穿上黄衫。

进入阿陀岭后，突围集团开始逐

步分化。莫斯卡率领的领先三人组
率先通过阿陀岭山顶，并且在最后的
12公里下坡保持节奏，一直没被追
击集团追上。最终，该集团进行了决
定赛段冠军的冲刺比拼，莫斯卡力压
普拉德斯夺得赛段冠军并穿上黄衫。

在这个多达4个爬坡点的赛段
中，圆点衫的争夺进入白热化。率先
拿下第一个爬坡点的克罗姆今天展
现出惊人的状态，在随后位于68.5
公里的一级爬坡点和位于102.7公
里处的三级爬坡点连续击退布茨。
至此，这名23岁的年轻小将也在爬
坡积分排名上追平布茨，最后凭借一
级爬坡点头名次数更多抢走圆点衫。

中国车手柳建鹏落后赛段冠军
11秒取得赛段第六名，强势保住了
亚洲最佳蓝衫，总成绩也高居第7
位。失去黄衫的马雷斯科保住了冲
刺积分绿衫。

乌克兰车手波利佛大有个心愿：

夺一站冠军送给刚出生的儿子

11月4日是中超联赛收官日，最后
一轮8场比赛下午3点同时开踢。由于
冠军和降级两大悬念已提前揭开，争夺
亚冠门票成为本轮比赛的最大看点。

由于广州恒大和上海上港已提前
锁定前两名，亚冠抢票战其实就是争
夺第三名和第四名。夺得第三名则直
接获取亚冠门票；第四名则需要看足
协杯冠军的归属，如果上港夺得足协
杯，则中超第四名也可拿到亚冠门
票。理论上，有希望争夺中超第三名

和第四名的只有河北华夏幸福、天津
权健和广州富力三队。

河北华夏幸福队无疑形势最好，
他们目前排名第三，领先身后的天津
权健1分，领先富力3分，已经锁定第
四名，本轮只要获胜就能直接拿走亚

冠门票，就算落败也有进军亚冠的希
望。华夏幸福本轮客场对阵山东鲁
能。鲁能上轮败走贵州后彻底退出亚
冠门票之争，本轮比赛可能心气受挫
斗志不足，士气旺盛的华夏幸福有望
在客场奏凯。

天津权健本轮客场挑战七冠王恒
大，如果获胜则坐四望三，落败则有被
富力超越的危险。恒大提前两轮夺冠
后战意消退，上轮0：3输给华夏幸福，
如果本轮再“放水”将受到更大的舆论
压力。不过，面对冲击亚冠战意浓烈

的对手，你也不能要求恒大拼命相
争。此外，据说权健主帅卡纳瓦罗下
赛季将回归恒大执掌帅印，卡帅也许
会收获未来东家的“顺水人情”。

广州富力无疑形势最不妙，他们没
有争夺亚冠门票的主动权，本轮就算获
胜还得看别人的脸色，只能尽人事听天
命了。富力本轮客场战重庆力帆。力帆
无论胜负都将排名第十，此战可谓无欲
无求。富力则战意十足必夺3分，正常
情况下，获胜机会颇大。 ■ 林永成

中超最后一轮今天同时开踢

收官日看亚冠抢票战

三亚国际桥牌节
公团、公双冠军产生

11月2日，海南南山2017中国海南（三亚）国
际桥牌节公开团体赛和公开赛双人赛结束，深圳棋
院（体彩）队获公团冠军，马俊山/黄伟明获公开赛公
双冠军。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德甲第11轮明晨上演榜首大战

多特欲在主场阻击拜仁
北京时间11月5日凌晨，德甲第11轮将上演

榜首大战，多特蒙德主场迎战拜仁慕尼黑。目前
领头羊拜仁领先多特3分，如果多特能在主场击
败对手，将凭净胜球优势力压对手重登榜首。

但对于近况不佳的多特来说，要想击败状态
回升的强大对手，谈何容易。多特本赛季状态十
分不稳，最近3轮联赛1平2负，表现十分低迷。
不过，这场对决也有支持多特获胜的因素，比如韦
斯特法论“魔鬼主场”的威力，以及多特将士面对
宿敌拜仁时往往能爆发惊人能量。

多特本赛季要想挑战拜仁的霸权，这场对决
十分关键，如果多特落败，拜仁很有可能一骑绝尘
奔冠军而去。 ■ 林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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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赛段
国家沙滩排球队
在琼与外籍教练签约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华乐 实习生曾中笑）国家沙滩排球队聘请外籍教
练团队签约仪式今天上午在海口举行。国家体育
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与受聘的国家沙滩
排球队外籍总教练保罗签约并颁发聘书。

据了解，国家沙滩排球队将在备战东京奥运
会期间聘请巴西籍教练员保罗担任总教练、巴西
籍教练胡里奥任体能教练。外籍教练员聘期采用

“1+2”形式，聘任一年后根据实际表现，再确定是
否续签至东京奥运会结束。而国内教练员重新调
整为：徐强任国家女子沙滩排球队主教练，李挺任
国家男子沙滩排球队主教练。

重组后的国家沙滩排球队目前在海口经济学院
进行集训、选拔，将全面进入东京奥运会备战状态。

“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推荐活动在京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记者史竞男）为
充分发挥优秀图书的引领示范作用，2017年度

“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3日在京启
动。推荐范围为2016年1月至2017年底出版的
新书，分为文化、文学、生活与科普、少儿四大类。

该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
动组织协调办公室主办、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承办，旨在引导大众广泛参与读书活动，在全社会
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风尚。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首次广泛邀请出版
社自荐图书，并创新性启用微视频对活动进行宣
传推广。本着导向性、原创性、可读性等原则，推
荐活动将在媒体推荐、出版社自荐、市场检验、专
家评审的基础上产生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精品图书
进入候选，并由网民进行网络投票，最终产生
2017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结果将于
2018年春节前向社会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