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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足球训练基地近日又添“新
成员”，海南裕东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
（一期）建成投入使用。

观澜湖中国南方足球训练基地、
火山口足球基地、中信国安澄迈足球
基地等这些足球基地，每年冬天都能
吸引不少国内外职业球员来海南冬
训。遗憾的是，此前海南还没有专门
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海南裕东青
少年足球基地的建成填补了我省没有
青少年足球基地的空白。

该基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
镇后良村，占地60亩的基地一期已

经基本完工。该基地拥有两块天然
草标准足球场、一块天然草 7人足
球场、四块沙滩足球场和两块人工
草 5人足球场，学员宿舍、食堂、训
练房正在装修之中。青训基地球场
全部配备灯光，完全可以满足夜场
比赛的需要。还有三块天然草标准
足球场正在建设中，全部完工后，该
基地将拥有五块标准的天然草足球
场，共占地160亩。

与火山口基地等“私立”或“民营”
的足球基地不同，海南裕东青少年足
球训练基地是省足协出资兴建，是我
省第一个“公立”足球基地。这个基地

的建成能给海南足球带来什么？省足
协主席吕建海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这个基地能促进我省校园
足球和青训足球的发展。这几年，海
南的校园足球和青训足球“摊子”已经
铺开，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去年，我
省6名队员入围了“2016年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最佳阵容运动
员”。海南U12队首次获得中国青少
年国际足球锦标赛第四名。美中不足
的是，我省6个年龄段的100多名青
少年球员一直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工
商职业学院的足球场“借训”。基地建

成后，省6支球队将在这里“安家”，省
队的两名西班牙籍教练能有更多的时
间指导球员。

吕建海透露，他此前一直有一个
想法，把我省高水平的校园足球队员
按年龄组织起来，成立几支省教育系
统的“省校园足球队”。此前苦于无场
地，无法实现。现在，这个目标终于能
实现了。省足协已和省教育厅达成共
识，着手组建“省校园足球队”。这支
球队每周定期在基地全封闭训练两
天，吃住都在基地。

海南裕东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刚
建成没两天，他们就接到了深圳方面

的电话。深圳有200多名校园足球选
手要来基地冬训，并打算和海南的几
支校园足球队踢对抗赛。吕建海说，
以后随着内地更多的高水平校园足球
队来海南冬训，无形中也能带动我省
校园足球水平的提高。

海南的社会足球也将得益于基地
的建成。该基地的5块球场都是灯光
球场，能踢夜场。海口能踢夜场的11
人足球场只有3块，其中两块球场灯
光较为昏暗，并不利于夜间比赛。吕
建海说，海南的一些业余比赛以后将
移师该基地举行，让海南的业余球员
享受到踢夜场足球的快乐。

为海南足球青训发展插上“翅膀”

海南裕东青少年足球基地建成

本报椰林11月7日电（记者王
黎刚）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
道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陵水杯”
2017年全国古典式摔跤冠军赛，今
天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体育馆开赛。
首日比赛决出两金，云南队的刘俊
红和山东队的程立帅分别夺得了男
子59公斤级和66公斤级冠军。

广西队的李有康获得了59公斤级
亚军，重庆队的石磊学和浙江队的丁利
斌获得了并列第3名。陕西队的巴马
尼吾获得了66公斤级银牌。天津队的
银山和江西队的谭建获并列第3名。

比赛共有 43个代表队的 300
多名选手参加。比赛设59公斤级、
66公斤级、71公斤级、75公斤级、

80公斤级、85公斤级、98公斤级、
130公斤级等8个级别。此外，还设
立团体总分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该赛事为国内顶级摔跤赛事之
一，参赛选手中包括世界冠军、亚洲
冠军，以及30多位全运会冠军和全
国锦标赛前两名选手。本次比赛的
裁判长由国际级裁判杨进担任。

全国古典式摔跤冠军赛陵水开赛

本报三亚11月7日电（记者孙
婧）作为年末最重要的女子职业高尔
夫赛事之一，欧洲女子职业高尔夫球
巡回赛——2017三亚女子公开赛将
于11月17日至19日在三亚亚龙湾高
尔夫球会举行。

赛事总奖金30万欧元，届时将有
来自世界各国的126名优秀球手参
加。这也是该项赛事连续第8年落地
三亚。

据悉，三亚女子公开赛采用3轮
54洞比杆赛赛制，前60名（含并列）
将晋级决赛轮。

南非名将李安·佩斯、泰国新星素
帕玛以及中国球手林希妤3人总共包
揽了过去7届三亚女子公开赛中的5届
冠军。今年，3人再次参赛，林希妤和
李安·佩斯都将力争成为三亚女子公
开赛历史上第一个三冠王。而素帕玛
能否成功卫冕，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职业高尔夫球女子欧巡赛17日三亚开杆

126人角逐30万欧元奖金

据新华社苏州11月7日电 第8
届世界女子围棋锦标赛7日在苏州决
出四强，中国“双子星”於之莹和王晨
星双双晋级，两位韩国高手崔精和吴
侑珍也先后胜出，而这四人分别是该
项赛事过往四届的冠军得主，比赛至
此堪称进入“巅峰对决”阶段。

王晨星、崔精、於之莹和吴侑珍分

别是该项赛事第4至第7届的冠军得
主，四人“会师”半决赛也意味着必有
一人将得到自己的第二冠。在该项赛
事历史上，韩国名将朴志恩曾在第一
届和第二届连续夺冠，此后五届冠军
各有归属，再没出现过一人夺得两届
冠军的情况。半决赛於之莹和崔精狭
路相逢，王晨星将和吴侑珍交手。

世界女子围棋赛决出四强
中韩分庭抗礼

男子网球世界排名出炉

穆雷与小德跌出前十
新华社巴黎11月6日电 在6日公布的新一

期男子网球世界排名中，纳达尔锁定年终第一，但
穆雷与德约科维奇双双跌出前十位。

在巴黎网球大师赛中，纳达尔虽然退赛，但还
是职业生涯第四次达成年终世界第一。

受到伤病困扰，30岁的穆雷自止步今年的温
网八强后便未参加任何赛事，这位三次大满贯得
主的排名也跌到了第16位，这是他自2014年10
月以来首次排在十名开外。同样有伤的塞尔维亚
名将德约科维奇位列第12位，这也是他自2007
年3月以来的最低排名。

在这份榜单中，费德勒排名第二，兹维列夫、
蒂姆与西里奇排名第三到第五位。

主帅文图拉信心十足：

意大利会晋级世界杯
据新华社罗马11月6日电 意大利男足国

家队即将迎来与瑞典队的两回合世界杯预选赛附
加赛，意大利队主教练文图拉6日表示，球队将会
晋级，并以此回击外界的质疑。

由于在世界杯足球预选赛欧洲区小组赛中位
列G组第二，四次世界杯冠军得主意大利队不得
不参加附加赛，对手是瑞典队。对于这两场关键
的较量，文图拉自信满满，他说：“这对我和我的执
教生涯来说，都是重要的时刻，对于球员也同样如
此，他们有着强烈的求胜欲望，我坚信球队可以做
得很好。”

根据赛程，意大利队将于10日在客场对阵瑞
典队，并在13日回到主场迎接次回合的较量。

皮尔洛发文宣布退役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6日电 在代表纽约

FC参加完最后一场比赛后，意大利球星皮尔洛6
日通过社交网络宣布退役的决定。

皮尔洛在文中写道：“我在纽约FC的时光结
束了，我想感谢这座城市的人们给我的支持，感谢
球迷，感谢教练组以及每一位幕后工作者，感谢我
的队友。”

作为国际足坛公认的中场大师，今年38岁
的皮尔洛曾随AC米兰队夺得两次意甲冠军以
及两次欧冠冠军。2011年，“睡皮”自由转会尤
文图斯，帮助球队实现意甲四连冠。2015年夏
天，皮尔洛转战美国大联盟。在国家队，皮尔洛
于2006年迎来高光时刻，帮助球队夺得德国世
界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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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乐张晋吴樾三位打星聚集

动作片《狂兽》本周五上映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卫小林）由余文

乐、张晋、吴樾三位打星主演的国产动作片《狂
兽》，将于11月10日在海南各大院线上映，这是
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业内获悉的。

据介绍，自国产动作电影《杀破狼》系列片在
我国影坛暴红之后，参与该系列电影演出的余文
乐、张晋、吴樾三人，目前已经晋升为华语影坛著
名的打星。而《狂兽》正是由《杀破狼》原班底主创
人员打造的最新动作片，因此余文乐、张晋、吴樾
三大打星聚集，片中动作也从陆地打到深海、台风
里，劲爆炸裂的动作场面令人血脉偾张。

记者了解到，该片由香港新锐导演李子俊执
导，演员除余文乐、张晋、吴樾外，还有文咏珊、林家
栋、苏丽珊、曾国祥等。该片看点在于，《狂兽》是以
兄弟相残为主题的警匪动作电影，除警匪间的博弈
外，还有兄弟间的叛变、虐杀和逃亡桥段，街头飙
车、混乱枪战、群殴肉搏、高空对决都成看点。

《狂兽》故事讲述的是，督察西狗与搭档阿德
到渔村追捕歹徒江贵成时，意外发现大量被杀者
尸体和数额惊人的黑市黄金，一场各怀鬼胎的混
战，因西狗和阿德的闯入变成了整个江湖上针对
两位警察的狂兽之斗……

第五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云南落幕

海南5部微电影均获奖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徐晗溪）今天上

午，第五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评奖在云南省临沧
市揭晓并颁奖，海南本土微电影作品《爱的感恩》
从4360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第五届亚洲
微电影艺术节“金海棠奖”之“优秀公益微电影
奖”，这是记者从省影视艺术家协会获悉的。

据介绍，海南共有5部作品参与评奖。除《爱
的感恩》获奖外，《独善》获得“优秀作品奖”，《永恒
的风景》《爱上飞瀑山咖啡》《使命》获得“好作品
奖”。5部作品集中展现了海南的人文和自然风
貌，提升了海南文艺作品在亚洲的知名度，受到中
外评委及观众好评。

《爱的感恩》由海南天池奇甸文化传媒公司出
品，是一部海南影人自导自演的本土微电影作品，
讲述了一位残疾人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感人故事，
通过挖掘小人物身上的美好品质，展现了海南人
的精神风貌与人格魅力。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是亚洲级别最高的微电影
盛会之一，自2013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本届艺术
节于11月6日至11月8日在云南临沧举行，共有
40多个国家参加。

第三届蓝色国际
电子音乐节
19日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徐晗
溪 计思佳）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政府获
悉，今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活动
之一的第三届蓝色国际电子音乐节将
于本月19日晚在海口世纪公园举行。

自前两届音乐节举办以来，海口
蓝色国际电子音乐节已受到众多电音
爱好者关注。本次音乐节将邀请中外
知名电子乐队、DJ和歌手参加，打造
一场约5000人以内参与的城市露天
派对，为欢乐节增添欢乐气氛。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海南国际旅
游岛欢乐节活动将于11月 18日开
幕，持续至12月30日。活动期间，包
括蓝色国际电子音乐节在内的17场
活动将在海口举行，包括第二届海南
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首届琼港澳旅
行商大会、欢乐节专场文艺演出、海野
动物狂欢季、外国人眼中的海南——
一带一路美术展、带你穿越电影时空、
2017中国（海南）国际海洋产业博览
会等。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非常震撼！”欣赏完舞剧《黄道
婆》在厦门交流演出后，厦门歌舞剧
院常务副院长马列说出了观后感。

11月 6日晚，由海南省委宣传
部、省文体厅、三亚市委宣传部出品，
海南省歌舞团及其附属芭蕾舞蹈学
校创作演出的原创民族舞剧《黄道
婆》在厦门闽南大戏院上演，精良制

作引来鹭岛文艺界人士高度好评。
“舞剧从编导的编舞、演员的表

演等多方面都非常精致，尤其是舞美
设计方面，简洁写意，却又准确传达
了舞剧想要表达的内涵和立意。”马
列说，“感谢海南省歌舞团给厦门观
众带来如此精彩的剧目，希望福建、
海南两地加强文化艺术交流，让两省
观众能欣赏到优秀艺术作品，让两地
文艺工作者多交流学习。”

曾参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
晤文艺晚会主创工作的国家一级导
演、厦门舞协常务理事刘涛用“精美”
二字形容这台舞剧。她说：“许多大型
舞剧是通过大制作来体现大场景，往
往会让观众眼花缭乱，并且实际的舞
蹈、舞段却很少，但《黄道婆》的舞美精
致、舞蹈优美，演出的音乐、演员的服
饰、舞台的道具等都有着浓郁的黎族
元素和海南特色，充分挖掘了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向观众传达出了质朴
的情感。”在刘涛看来，这是一部能够
彰显文化自信的原创舞台艺术佳作。

厦门艺术学校校长崔勇说，舞剧
《黄道婆》用舞剧形式讲出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易被大众接受。舞剧中
不仅是主演的表演可圈可点，群舞演
员们的表现同样精彩，展现出了浓郁
的海南特色。

（本报厦门11月7日电）

本报三亚11月7日电（记者孙
婧）7日下午4时许，三亚湾街头人如
潮涌，大家纷纷举起手机，对着人山人
海中的数十辆巡游花车拍照。这是
2017年第67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城市
巡游现场，也是大赛在三亚举行的热
场活动。接下来，来自全球126个国
家和地区的126名选手，将在三亚开
展景点巡游、体育竞技、孤儿院慈善活
动、才艺单项赛等，并于11月18日夜
在三亚体育中心举行总决赛。

“你们好！谢谢！我爱三亚！”巡
游花车上的参赛佳丽们，特地向中方
工作人员请教简单的普通话，现学现
用，当场与市民游客招手互动。

从三亚湾路凤凰岛到海月广场一
带，马路两侧围满了市民、学生和游
客。人群中，有正在遛狗的市民、送外
卖的小哥、骑着山地车的骑手、坐着轮
椅的老人，还有穿着泳衣和潜水服的
游客，穿着婚纱拍照的新人……各国
佳丽明朗的笑容和亲切的问候，引得
街边快门声此起彼伏，一股美丽旋风
将鹿城顿时搅热。

记者从赛事主办方获悉，今年有
三名佳丽代表中国参赛。其中，中国
小姐关思宇身高1.79米，来自厦门理
工学院设计艺术与服装工程学院服装
表演专业，是一位大四学生，她获得了
2016年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女模冠

军和第67届世界小姐中国区冠军；中
国香港小姐黄玮琦，是一名希望进入
娱乐圈成为演员的靓丽姑娘；中国澳
门小姐蓝婉玲，则是创业成功并已拥
有自己化妆品公司的女商人。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03年第53届世界小姐总决赛首次
在三亚举办以来，此次是第7次举办
这项赛事。14年来，世界小姐赛事与
三亚追求的城市之美深度融合，为三
亚走向世界、聚焦全球打开了窗户，三
亚也因此而赢得“世姐之家”的美誉。

126名世姐总决赛佳丽三亚巡游
第67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将于11月18日举行

➡ 参加第67届世姐总决赛的佳
丽在三亚巡游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余
微）日前，中国人民大学迎来近30位
特殊女学生，她们都是可口可乐520
计划资助的“妈妈大学”首批学员，结
束5天学习后从中国人民大学结业。

据介绍，“妈妈大学”是可口可乐

公司针对全球妇女开展的可持续发
展项目——520计划中的一个子项
目，围绕“商业的力量”“女性的力量”

“知识的力量”三个维度具体实施。
“妈妈大学”就是要对优秀女店主进
行学习培训，以助力她们成为兼具理

论与实践技能的女性创业精英。
记者了解到，首批“妈妈大学”学

员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总共有近30
人，80后、70后、60后皆有，都是全国
各地可口可乐公司选送的优秀创业
女性。其中，海南太古可口可乐公司

选送的程冬琴是一位 80后创业妈
妈，她创业至今，已经成为了一位满
怀成就感的创业女性，正在积极追寻
着自己的梦想。

据悉，为妈妈级别店主专门开设
管理培训课程，在中国人民大学也属
首次。在“妈妈大学”课堂上，校方专
为学员们设计了日常管理中更接地
气、更加实用的课程，目的是通过学
习和技能培训，帮助这些有理想、能
吃苦的妈妈创业者们提升竞争力。

厦门文艺界人士盛赞海南舞剧《黄道婆》
精良制作展示海南舞台艺术高水准

近30位女性创业者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可口可乐“妈妈大学”首批学员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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