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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积 12月 20日电 （记者
丁平 通讯员陈德君）2017首届更路
簿杯帆船赛启航仪式今天上午在琼
海市潭门镇举行。主办方通过极具
潭门特色的“祭兄弟公出海仪式”和
壮观的“百帆巡游活动”，向观众们展
示了一场融合民俗、历史、文化和帆
船运动的表演。

本次比赛启航仪式在舞蹈“走进
琼海”中正式开启。“鲤鱼灯闹春”和舞

蹈“南海潮”等节目展示了潭门特色民
俗，而以拜祭斗海盗战风浪的“108兄
弟公”为主题的出海仪式更是将整个
活动推向高潮。潭门渔民们用最古老
的方式为船员们祈福，吸引了数千名
游客及当地民众驻足观看。

在激昂的鼓乐声中，潭门港所有
船只同时鸣笛，帆船与渔船前后遥相
呼应，码头上各界代表及群众欢呼，为
远航赛船加油助阵。

更路簿杯帆船赛潭门启航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一
带一路”海南（三亚）国际象棋国际公
开赛20日在三亚结束了第四轮的角
逐。在A组比赛中，中国棋手白金石
和印度棋手桑迪潘双双告捷，两人同
积3.5分，并列积分榜榜首。在B组比
赛中，印尼棋手普拉塞蒂欧一枝独秀，
取得四连胜。

今天的A组比赛持续了四个半
小时。最晚结束的一盘棋是印度特级
大师桑迪潘对阵中国棋手刘言，经过
86回合激战，桑迪潘艰难获胜。中国
棋手白金石今天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弃
子攻王，仅34回合战胜赛会三号棋手

周健超。同积3分并列积分榜第二集
团的有四名棋手，分别是中国棋手温
阳、澳大利亚特级大师赵宗辕以及两
位乌克兰特级大师希弗克和博格达诺
维奇。赛会头号棋手卢尚磊今天弈和
了戴常人，目前暂积2.5分。

在A组比赛中，前四轮积分最高
的女棋手是越南老将阮氏清安和中国
棋手赵盛鑫，两人同积1.5分。阮氏
清安今天弈和了陈琪。赵盛鑫本轮击
败王仕戌。

在B组比赛中，印尼棋手普拉塞
蒂欧战胜张永龙，豪取四连胜，独自领
跑。徐杨经过将近四小时的战斗，力

克王梓鉴，以 3.5 分暂列积分榜次
席。等级分最高的两位女将李雪怡和
张岚琳今天相遇，战成平手。另一位
女将胡聿战胜了李国豪。目前，张永
龙、胡聿和张岚琳同积3分。

海南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始于
2016年，今年是第二届。今年的比赛
共设A组和B组两个组别，赛制均为
九轮瑞士制。总奖金57000美元（约
合人民币38万元）。

本届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海南
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和三亚市人民
政府主办。

海南（三亚）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战罢4轮

中印两国棋手领跑A组

图为棋手在海南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比赛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8中
国足协杯资格赛决赛抽签仪式近日
在京举行，24支参赛业余球队各自

“落位”。东道主海南队首战内蒙古
赤峰队。

资格赛决赛共分两期。第一期
将于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1
月1日进行，第二期将于2018年1月
5日至7日进行。两期的比赛地点为
海南省足球协会裕东足球训练基地
和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万宁队在上月举行的足协
杯资格赛预赛中战胜了厦门队，获得
了参加本次比赛的资格。海南万宁
队报名参赛的19名队员中，18人是
万宁籍，另外一人来自海口。

资格赛预赛胜出的21支队伍及
2017足协杯赛晋级第三轮的上海嘉
定城发俱乐部、我爱足球全国总决赛
前两名，共计24支球队参加2018足
协杯资格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决赛
共分6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采用

“双败淘汰”赛制，每小组前2名，共
计12支业余球队晋级足协杯正赛。

所谓“双败淘汰”赛制，即资格赛
决赛没有平局，90分钟战平双方互
射点球决胜。小组赛第二轮是第一
轮中的胜者与胜者相遇，败者与败者
较量，两连胜的队伍将直接获得小组
头名出线，两连败的队伍将被淘汰。
一胜一负的两支球队将在小组赛第
三轮展开决战，胜者以小组第二名身
份出线。

中国足协杯资格赛决赛本月底海口开踢

海南万宁队首战内蒙古赤峰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据
ESPN报道，西甲联赛主席特巴斯日
前表示，西班牙队没有任何失去
2018年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危险，他
们不但要去俄罗斯，而且还要再夺大
力神杯。

因涉腐而被停职的西班牙足协
主席比拉尔西班牙当地时间18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西班牙政府对于
足协的干预会导致国际足联剥夺西
班牙队明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国
际足联最近曾致函西班牙足协过问
后者是否受到过外部力量的影响。

今年7月，比拉尔因涉嫌贪腐曾
被西班牙警方拘捕，并因此被停职。
目前，他被保释候审。

对于比拉尔的说辞，特巴斯的批
驳毫不留情。他说：“认为西班牙将
不能参加世界杯是种懦弱的愚蠢。
我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西班牙将去
世界杯，而且还要夺得世界杯。”

特巴斯认为，比拉尔的言论是他
受审之前的最后挣扎，他不能拿国家
队作为要挟的手段。

西甲主席：西班牙不会被踢出世界杯

20日，2017年中国青海国际冰壶精英赛继续在青海省多巴国家高原体育
训练基地进行，中国男队以8：9不敌苏格兰男队。 新华社发

新华社马德里12月19日电 （报道员谢宇
智）格列兹曼与巴塞罗那俱乐部之间的“暧昧”关
系让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坐不住了。19日，“床单
军团”就巴萨接触法国前锋一事，向国际足联提出
了抗议。

马竞方面认为，巴萨“反复接触”格列兹曼一事
将会“损害联赛的公正性”，尤其是眼下马竞在西甲
积分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巴萨，有望与后者争夺西
甲冠军。尽管两家俱乐部之间关系不错，但在18日
召开股东和董事会大会后，马竞还是做出了向国际
足联投诉的决定，希望巴萨能就此“停止其行动”。

据西班牙媒体称，巴萨俱乐部眼下正在与格
列兹曼接触，商谈法国人的转会事项，希望其能在
2018年夏天加盟。此前，巴塞罗那对外关系主管
阿莫尔也曾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双方之间“或许有
一些接触”。

根据相关规定，国际足联禁止俱乐部在一名
球员合同到期前六个月之前与该名球员私下展开
接触，格列兹曼此前已与马竞续约至2022年 6
月，因此巴萨的这一“挖角”举动如果被证实，或将
招致惩罚。

巴萨垂涎格列兹曼？
马竞上告国际足联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海口市迎新春乒乓球
赛近日在都市迷你酒店乒乓球活动室举行，来自
海南妇产科医院、大同街道办事处等13家单位的
乒乓球爱好者参赛。

本次乒乓球赛设男子单打与女子单打，参赛
球员年龄最大为60岁，最小为20岁，年龄相差达
到40岁。“13个单位的球友们聚集到一起比赛，
加强交流互动，迎接新年的到来。”本次赛事组织
者江龙光说。

本次比赛由大同街道办事处主办，海南妇产
科医院赞助。

海口举行迎新春乒球赛

据新华社巴黎12月19日电 离开职业网坛
四年后，法国女子网球选手巴托丽即将归来。
这位2013年温网女单冠军19日通过社交平台
宣布，将于明年重返WTA（女子网球协会）巡
回赛的赛场。

33岁的巴托丽19日在推特上写道：“很高兴
宣布明年重返WTA职业巡回赛的消息，期待与
你们在比赛中再次相见，分享那些美妙的感受。”

前温网冠军巴托丽
时隔四年宣布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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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卫
小林）作为今天启幕的2017（第十二
届）品牌年度人物峰会活动之一，一场
颇具海南特色的时尚文化活动——

“2017东方黎锦旗袍佳人大赛”，今天
下午在海口万豪酒店举行，大赛评出
了冠、亚、季军和7个单项奖以及十佳
选手奖等奖项。

记者现场看到，下午3时许，海口
万豪酒店大宴会厅里就聚集了30名
决赛参赛选手，另外还有我省多个文

艺团体、南国旗袍会等旗袍行业的表
演嘉宾近百人，赛场仿佛变成了一个
传统黎族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文化相
互碰撞的场所。

3时30分，大赛拉开大幕。30名
经过预赛后冲进决赛的选手，分5人
一组共6个组逐一登场，和着曼妙的
音乐节拍，摆着韵味十足的姿势，选手
们把黎族传统服饰结合进了中国传统
服饰文化的代表——旗袍之中，现场
不时响起观众的掌声。

每两组选手比赛完毕，评委分别
给予现场点评，对选手们在服饰选择、
配饰搭配、台步仪态等多方面的优点、
不足都作了分析，大赛也变成了一堂
服饰与模特相融的时尚文化课程。其
后，表演嘉宾们纷纷登台，为现场观众
表演了旗袍秀、旗袍舞蹈等节目。

经过评委现场打分和亮分，最终，
大赛评出了冠军、亚军和季军各一名，
此外评出了最佳上镜奖、最佳人气奖、
最佳台步奖等7个单项奖，另有十位

选手获得了十佳选手奖。
黎锦堪称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

石，历史至今已超3000年，是中国最
早的棉纺织品，其纺织技艺领先于中
原地区上千年，将海南黎锦这种传统
服饰与中国服饰文化集大成者——旗
袍相辅相成，组织成黎锦旗袍佳人大
赛，是本次大赛的突出亮点，不但中国
风味浓厚，而且海南特色显著，为现场
数百位全国各地观众留下了深厚印
象。近年来，东方市委、市政府瞄准黎

锦这项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在全市范
围内对黎锦弘扬、传承、发展、创新方
面推行了一系列有效举措，如举办规
模宏大的千人织锦活动，建设黎锦特
色产业小镇，建造黎锦展示馆，开设黎
锦学习班，开辟黎锦原材料种植园等，
收到了显著成效。

东方黎锦旗袍佳人大赛由省文体
厅、省妇联、省工商联（总商会）指导，
东方市政府、海南省黎族服饰文化交
流协会主办。

2017（第十二届）品牌年度人物峰会活动之一

东方黎锦旗袍佳人大赛决出三甲

本报三亚12月20日电（记者徐
慧玲）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18（第二
届）三亚国际艺术季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18（第二届）三亚国际艺术季将
于2018年1月6日至4月20日期间
在三亚海棠湾举行，届时，将有多场
音乐会、艺术展览、艺术沙龙、文化讲
座等轮番亮相，为三亚市民和游客献
上精彩的艺术盛宴。

据了解，本届艺术季由5大板块
组成，包括维也纳管弦乐团带来的三
亚新年音乐会、国际当代艺术展、澳
大利亚悉尼欧米茄室内重奏音乐会
等系列主题演出，国际艺术电影周、
艺术沙龙与讲座。

据介绍，2018年1月6日，在三
亚海棠湾艺海棠艺术综合体草坪广
场前，将上演维也纳管弦乐团新年音

乐会。音乐会还将特设“公益捐书”
环节，所募集书籍将分类整理后通过
三亚市文体局赠送给图书馆、学校和
农家书屋等。

国际当代艺术展作为本次艺术
季的重头戏，将汇聚全球艺术大咖，
展览将于2018年1月20日至4月20
日期间举办，邀请国际著名艺术家与
中国著名艺术家展开东西方对话。

新春佳节期间，还将举行国际艺
术电影周，届时将展示8位国际艺术
大师的生命片段，带领观众走进梵
高、毕加索、马蒂斯、罗斯科等艺术家
的艺术人生。

本届艺术季由三亚市人民政府
主办，三亚市委宣传部、三亚市文体
局、三亚市旅游委和三亚市海棠区人
民政府承办。

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郭
萃）2017第二届海丝天籁·国际音乐
论坛今天上午在海口开幕。郭淑珍、
王立平、汤沐海等歌唱家、作曲家、指
挥家、演奏家等音乐艺术名家共百余
人出席论坛。

本届论坛以“新音乐新时代”为
主题，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探讨音
乐互动与文化交流，推动彼此之间的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增进各国之间
的相互了解和人文交往。

海口市相关负责人致辞时表示，
海口一直非常重视对外文化交流，通
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扩大了
海口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此次论坛
以音乐艺术为纽带，搭建国际文化交
流平台，海口可以与各国音乐家展开

艺术交流与合作，打造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文化产业项目。

论坛主旨演讲和嘉宾们积极建
言献策，表示要拓展“海丝天籁”的内
涵，通过策划举办国际音乐节、器乐
演奏会、主题音乐歌会等系列活动，
深化音乐交流活动，推进音乐合作，
同时借助音乐精品佳作来巩固“一带
一路”文化交流成果。

国际歌剧大奖——歌剧之星奥
斯卡奖创始人阿尔弗莱德·特罗伊斯
发言时表示，相信中国、意大利两国
之间能有更好的合作，他更希望把更
多意大利音乐带到中国来。

本次论坛由省委宣传部指导，海
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口市政府主办，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北京华
夏龙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第二届海丝天籁·国际音乐论坛海口开幕
歌唱家郭淑珍、作曲家王立平、指挥家汤沐海等名家出席

第二届三亚国际艺术季明年1月启幕
多场音乐会、艺术展等将轮番登场

爱情喜剧片《前任3：再见前任》剧照

《前任3》看片会椰城举行
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卫小林）由新

锐导演田羽生打造的“前任”系列电影终章《前任
3：再见前任》（以下简称《前任3》），今天下午在海
口中视国际影城国兴店举行海南地区看片会，业
内人士、媒体记者和影迷百余人参加，同时也为该
片12月29日在海南全线贺岁上映预热。

《前任3》由华谊兄弟公司、新圣堂文化传播
公司出品，演员除韩庚、郑恺外，还有于文文、曾梦
雪、罗米助阵演出，是爱情喜剧“前任”系列电影的
第三部作品，也是该系列片的终章，无论主创阵容
还是情节设置，都进行了全面升级。

片方相关负责人介绍，2014年1月，第一部
“前任”系列电影《前任攻略》上映，全国票房1.29
亿元；2015年11月，第二部《前任2：备胎反击战》
上映，全国票房2.51亿元，相继都在影迷中引起
不俗反响。业内人士看完《前任3》后普遍反馈
称，《前任3》不讲虚拟世界里的故事，也不讲不切
实际的恋爱童话情节，该片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
从年轻都市人的视角切入爱情问题，这种接地气
的风格，有望在影迷中三度脱颖而出，成为今年贺
岁档里国产爱情喜剧中的佼佼者。

2017年度
十大网络语揭晓
“打call”“油腻”等上榜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教育
部网站20日公布了由国家语言资源
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度十
大网络用语”，“打call”“油腻”等流行
语上榜。

本次发布的十大网络语依次为：
“打call”“尬聊”“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皮皮虾，我们
走”“扎心了，老铁”“还有这种操作？”

“怼”“你有freestyle吗？”“油腻”。
网络用语是网络生活的代表性特

征之一，辨识度和使用度都极高。比
如，“打call”常用于“为某某打call”
这样的句式，意思是为某某加油、呐
喊。“油腻”则是对某些中年男子特征
的概括描述，这些特征包括不注重身
材保养、不修边幅、谈吐粗鲁等。

“2017年度十大网络用语”是基
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采用

“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以人工
后期微调为辅”的方式提取获得的。
监测语料库提取了代表性网络论坛、
博客微博、网络新闻等不同媒体形式
的海量年度语言资源，语料库规模近
60亿字，代表了中国互联网的语言
生活方式。

国际芭蕾电影展在京启幕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漫子 魏梦佳）首届国际

芭蕾电影展日前在北京正式启幕。芭蕾舞经典剧
目《天鹅湖》、经典芭蕾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爱
丽丝梦游仙境》《吉赛尔》《小美人鱼》为观众献上
了世界知名芭蕾舞团的高清舞台影像作品。

这是国内首次以影展形式将经典芭蕾作品集
中呈现给观众。参展的5部芭蕾作品分别来自英
国皇家芭蕾舞团、旧金山芭蕾舞团和荷兰国家芭
蕾舞团，艺术风格各不相同。

首届国际芭蕾电影展将在2017年12月14
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在北京、重庆、广州、
上海、深圳5市的百老汇、百丽宫影城陆续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