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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 27日讯 （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卢进梅）一声高亢
的京剧唱腔，赢得满堂叫好。今天
晚上，海南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迎新年京剧交响音乐会，这也
是该校深入推进“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国粹经典”工程的首期成果
展示。

国粹京剧积淀了中华民族丰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其不断发展与
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融汇了其他艺
术门类和地方剧种之长。在今晚的
音乐会上，来自海南大学艺术学院、
省管弦乐学会、省京剧艺术促进会
的演员轮番登台，演出了传统京剧
《萧何月下追韩信》《龙驹凤鄻进皇

城》《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看
大王在帐中合衣睡稳》，以及现代京
剧《军民鱼水情》《光辉照儿永向
前》《红梅赞》等经典唱段。海南大
学交响乐团、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合
唱团、南海京剧合唱团的师生们，也
为观众献上了京歌、京剧交响等精
彩节目。

记者从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了解
到，为了弘扬京剧国粹，海南大学与
上海戏剧学院决定联合培养京剧表
演专业人才，于今年9月面向全校
招收了第一批音乐表演（京剧表演
方向、京剧器乐方向）辅修专业实验
班学生，并为他们提供了免学费、设
奖学金等优惠政策。

磨难助黄轩登上表演高峰
■ 冯巍

今年贺岁档，4部热映国产电影中，就有两部
黄轩主演的影片，一是《芳华》，二是《妖猫传》，都
是男一号，票房一直稳居冠军亚军高位。缘何过
去寂寂无名的黄轩突然红了？其实，这都是黄轩
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后，才登上表演事业高峰的。

今年32岁的黄轩，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
剧系，但他心系影视表演，22岁就主演了电影《地
下的天空》，后来出演过电视剧《红楼梦》《黎明前
的暗战》等，但都没引起关注。直到3年前出演电
视剧《红高粱》和电影《推拿》才稍有名气。这一路
走来，黄轩历经磨难——被《满城尽带黄金甲》《海
洋天堂》临阵换角，《红高粱》让他试镜三次才被选
中，但黄轩坚持了下来。再经《芈月传》《亲爱的翻
译官》热播，黄轩名气渐响，为接连主演《妖猫传》

《非凡任务》《芳华》打下基础，走红银幕顺理成章。
最近，冯小刚在东方卫视一档电视节目里说，

《芳华》剧组不许演员带助理，唯有黄轩可以例外，
但黄轩只带了一个，结果到片场后黄轩事必躬亲，
还吩咐助理离远点，这说明，黄轩走红后仍能谦逊
如常，不像有的明星，人一红就带四五个助理。

黄轩能从入行后历经磨难，到10年后终于攀
上表演高峰，说明磨难不但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
而助他成功登上事业之巅，归根结底是他能够不
懈追求。黄轩的经验也告诉年轻人，磨难是成长
过程中的阶梯，创业创新都需要坚持攀登阶梯，只
有这样，登上成功之巅才会为期不远。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卫
小林）香港演员吴君如首当导演执导
的喜剧片《妖铃铃》日前定档，将于12
月29日在海南各大院线贺岁上映，
这是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妖铃铃》是香港导演陈
可辛继《七月与安生》《喜欢你》之后
监制的又一部新片，也是他在内地执
导《中国合伙人》《亲爱的》两部电影
大受影迷喜爱后，首次把自己的妻子
吴君如推上前台作导演拍摄的新片。

记者了解到，吴君如作为香港影
坛颇具影响力的喜剧女演员，是香港
喜剧电影界的女性代表，还是香港影
坛最近20年里票房最高的喜剧女演
员，曾凭《古惑仔情义篇之洪兴十三

妹》和《金鸡》两部影片，分别荣膺香
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最
佳女演员大奖。吴君如首次执导喜
剧片，就携手在内地票房很火的喜剧
电影制作团队开心麻花联合出品。
演员阵容方面，除吴君如、沈腾、岳云
鹏、张译领衔主演外，还邀请了吴镇
宇、方中信、焦俊艳、潘斌龙、阿如那
等演员助阵演出，可见吴君如对该片
喜剧品质寄予了厚望。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12月26日，
《妖铃铃》剧组到中国传媒大学举行
全国首映礼，不但有众多圈内明星如
黄晓明、高圆圆等助阵，而且片中的
喜剧桥段和演员们的开心表演也赢
得了大学生观众的喜爱。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华
乐 实习生曾中笑）12 月 25 日晚 8
时，意大利斯卡拉蒂交响乐团和意大
利西西里合唱团走进海口经济学院，
和该校南海音乐学院的教师们携手，
为全校师生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

新年音乐会。
音乐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

交响乐团带来的传统交响乐曲，又有
男女高中低音、合唱团合唱献上的经
典歌剧唱段。《哈巴奈拉》《斗牛士之
歌》《他们在这里》《饮酒歌》等中外名

曲令现场观众陶醉其中。
记者了解到，意大利斯卡拉蒂交

响乐团是1993年3月21日为纪念那
不勒斯乐派歌剧创始人、意大利作曲
家斯卡拉蒂而成立的，是国际上知名
的交响乐团之一。意大利西西里合唱

团成立于2008年，合唱团成员由来自
意大利不同地方的艺术家组成，曾到
过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获奖
也颇多。

该场音乐会引起了海口经济学院
师生的热烈反响。该校南海音乐学院

2017级音乐表演专业1班学生陈泽
鹏告诉记者：“我第一次在现场聆听由
国外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出的新年音
乐会，感觉非常震撼。这对我而言，是
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将引领我
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意大利交响乐团合唱团走进海经院
与该校教师携手献上新年音乐会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曹
典）第二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
电影征集展示活动优秀作品发布仪式
27日在京举行，面向社会发布135部优
秀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从2018年
元旦起，这批优秀作品将在互联网、电视
媒体、移动客户端等媒介集中推出。

本次征集展示活动由中宣部宣教
局、中央网信办传播局、中央新影厂举
办，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通过鼓励和引导人们参与创作主题
微电影作品，充分反映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在全社会大力弘
扬向善向上的正能量。活动自2017年
4月开展以来，共收到社会各方面报送
的作品2385部。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学
者组成评审组，对征集到的全部作品进
行评审，从中选出135部思想性和艺术
性俱佳的微电影作品。

此次发布的优秀作品，主题突出、
内容丰富、感情真挚、手法多样，既有
反映“时代楷模”、重大典型先进事迹
的作品，也有反映普通群众工作生活
的作品；既有根据真实生活故事改编
的纪实作品，也有原创作品和动漫作
品；既有纪录微电影，也有故事微电
影，热情讴歌新时代、反映新气象、展
现新作为，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人
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

第二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微电影
优秀作品集中发布

香港演员吴君如当导演拍新片
喜剧电影《妖铃铃》明天海南上映

喜剧片《妖铃铃》剧照

中国电视剧（网络剧）
出口联盟宣布成立

据新华社杭州12月27日电（记者许舜达 冯
源）华策影视、华谊兄弟、爱奇艺等10家中国影视
企业26日在杭州举行的2017中国影视艺术创新
峰会上，宣布成立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电视剧出口
总额为5.1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的3.8亿增长了
三分之一，“出海”的国产剧体量在不断增长。

事实上，中国电视剧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
开始走出国门，不少电视剧在新加坡、泰国、韩国
等多个国家播出。但长期以来，中国影视剧的国
际贸易处于“逆差”状态，整体价格低下，与韩国、
欧美的电视剧“天价”剧集相比，差距很大。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际司副司长周继红
介绍，此次成立中国电视剧出口联盟，离不开中国
（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的平台和策划。

大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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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北京时间27日凌晨，在英超第20
轮比赛中，主场 0：2 落后的曼联连追
两球以 2：2 战平伯恩利，其中扳平的
进球是在全场补时阶段打进的。曼联
收获的这 1 分来得幸运，但如果曼城
次日获胜，差距将扩大至15分。其实
曼市德比输球后，穆里尼奥就承认争
冠无望了，但如果差距继续扩大，或者

亚军也不保，这尴尬可就大了。
就此役而言，两球落后的曼联攻势

猛烈，最终能两度攻破防守稳固的大黑
马伯恩利的大门，曼联的进攻似乎表现
不错。从整个赛季上看，曼联前20场联
赛打入43球，场均进球超过2球，只低
于曼城和利物浦，曼联的攻击火力和效
率怎么说也算一流吧？但数据往往有
欺骗性，从实战上看，曼联在进攻当中
一直缺乏稳定有效的套路，进球更多的

是在反击中靠球员的个人能力解决问
题；或者靠他们的身高优势高空轰炸得
分；再就是攻到哪算哪，进球靠撞运气。

以此场与伯恩利之战为例，急于追
分的曼联占据了进攻的绝对优势，面对
对手的密集防守，他们也能多次突破边
路，但一直未能通过配合制造出能破门
的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只能盲目起高
球传中。林加德扳平的进球，也是起高
球后在禁区混战中幸运得手。当然，你

可以说久攻之下必有所得，问题是，曼
联并非经常处于“久攻”的场面，此战大
举进攻是因为比分落后只能放手一搏。

穆里尼奥此前被中国球迷称为
“魔力鸟”，这个带有中文谐音的名字
很妙，“鸟叔”给人的魔力感受，主要来
自于他在许多僵持甚至被动的局面
下，往往是最后的赢家。“鸟叔”获胜和
赢取奖杯的战术，主要是防守反击；而
不善于进攻，可以是“鸟叔”辉煌战绩

下的一个“污点”。没有进球就不会有
胜利，不能说穆里尼奥的球队攻击乏
力破门无方，但先稳守再反击的战术
惯性，以及坚韧有余而灵气不足的场
上表现，注定让“魔力鸟”与华丽无缘。

所以，即使穆里尼奥的执教战绩
总体来看优于瓜迪奥拉，但如今他的
声誉和战绩已在瓜帅之下。瓜迪奥拉
执掌的球队，既能赢球又踢得好看，如
今“瓜氏升级版”改造下的曼城横扫英
超连胜不止，征战欧冠霸气十足。而
不善进攻的穆里尼奥没能进化升级，
在如今攻势足球重新成为王道的时
代，“鸟叔”的魔力已不再。

“鸟叔”不善攻 魔力已不再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年海南省青少年
帆船帆板锦标赛日前在海口西秀海滩落幕。海口队
夺得5枚金牌，保亭队夺得3枚金牌，琼海队和乐东队
均夺得2枚金牌，儋州队、昌江队各收获1枚金牌。

在场地赛中，琼海队冯铭江、海口队吴军、保
亭队邢世影分获帆板RS：X级男子甲组、男子乙
组、女子组冠军；海口队邓经科、儋州队张万交分
获帆板T293级男子组、女子组冠军；保亭队周伟
文获帆船激光级冠军，琼海队张莹获帆船激光雷
迪尔级冠军。在长距离赛中，乐东队刘思、海口队
吴军、海口队王妍婷分获帆板RS：X级男子甲组、
男子乙组、女子组冠军；海口队邓经科、保亭队高
诗琦分获帆板T293级男子组、女子组冠军；乐东
队韦传亮获帆船激光级冠军，昌江队周明晶获帆
船激光雷迪尔级冠军。

本次比赛是我省帆船帆板后备力量的一次大
练兵和大检阅。比赛由海南省文体厅、海南省教
育厅主办，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省青少年帆船帆板锦标赛收帆

海口队夺5金居榜首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由省文体厅和文昌市
政府主办的中国青少年国防体育勇士野战对抗赛
27日在文昌龙楼开赛。

比赛分为勇士对抗椰林野战和2公里武装越
野两个大项。来自全国5省市的20余支代表队参
加。国防体育是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
次比赛是推进国防教育和体育健身、提升青少年国
防意识及身体素质的一项重要举措。

青少年国防体育
勇士野战对抗赛文昌开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一带一路”2017海南
（三亚）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26日在三亚鸣金收
兵。中国棋手周健超夺得A组冠军。

在A组比赛中，周健超在前半程发挥欠佳的
情况下，凭借后半程精彩的四连胜，以6胜2和1负
积7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同时收获一万五千美元奖
金。中国棋手白金石和印度棋手桑迪潘同积6.5
分，比对小分后白金石获亚军，桑迪潘获季军。中
国棋手肖依依积5分获得A组最佳女棋手奖。

在B组比赛中，中国女将张岚琳和印度棋手
普拉塞蒂欧同积7.5分，比对小分后，张岚琳幸运
胜出获得B组冠军，普拉塞蒂欧屈居亚军。

海南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三亚收兵

中国棋手周健超夺冠
（以事件发生时间先后为序）

新华社评出

1、体育改革持续深化
1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

管理中心正式注销。2月23日，姚明
当选中国篮球协会主席。4月1日，中
国篮球协会开始承担国家体育总局篮
球运动管理中心职责。足、篮协作为
独立社团法人履职。此后，李琰、周继
红等多名前运动员、教练员成为单项
运动协会主席。中超、CBA新政，跨
界选材等新举措频出。

2、新疆首次夺得CBA冠军
4月7日，新疆广汇队以4：0的总

比 分 战 胜 广 东 宏 远 队 ，获 得
CBA2016-2017赛季总冠军。新疆
成为继八一、上海、广东、北京和四川
之后第六个将名字镌刻在CBA奖杯
上的球队。

3、中国足球持续进步
5月10日，亚洲足球俱乐部冠军

联赛小组赛结束，参赛的三支中超球
队广州恒大、上海上港、江苏苏宁全部
小组出线闯入16强，创造历史。

在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12强赛中，中国队以12分列小组第
五，无缘世界杯决赛圈，但在9月5日
的最后一战中，他们打出血性，逆转击
败卡塔尔队。

4、乒乓球运动员弃赛受处罚
6月23日，在成都举行的中国乒乓

球公开赛中，马龙、许昕、樊振东及主管
教练秦志戬、马琳，在未经中国乒协批
准的情况下弃赛，国家体育总局随即提
出批评。翌日，中国乒协声明对弃赛深
感震惊和痛心，并解释原总教练刘国梁
卸任原因；中国乒乓球队就弃赛致歉。
10月底，国际乒联对弃赛的3名中国运
动员每人罚款2万美元。

5、基础大项游泳、田径再获突破
7月在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孙杨

夺得男子200米和400米自由泳两枚
金牌，至此在世锦赛200米到1500米

的四个自由泳项目中均获得金牌，并
在400米自由泳中成就三连冠。徐嘉
余在100米仰泳中获得中国男子仰泳
的世锦赛首金。

8月在世界田径锦标赛上，中国
队以2金3银2铜创造仅次于1993年
的历史第二好成绩。第六次参加世锦
赛的巩立姣首夺女子铅球世界冠军，
她在本赛季还成为首个收获国际田联
钻石大奖的中国选手。

6、第十三届全运会成功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

8月27日至9月8日在天津市举行，
有3人1队4次超4项世界纪录，2人
3次超3项亚洲纪录，9人1队11次创
11项全国纪录。

本届运动会出台许多新举措，其中
包括：新增19项群众比赛；不设金牌
榜、奖牌榜；邀请华人华侨运动员参赛，
同时开放高水平业余运动员与专业运
动员同场竞技；鼓励各地方代表队在技
战术配合类项目上合作组队参赛等。

7、中国女排时隔16年再夺大冠军杯
在9月举行的女排大冠军杯赛

上，中国女排五战五胜，并提前一轮夺
得冠军。女排大冠军杯四年举行一
次，这是中国女排时隔16年再次夺得
这一桂冠。朱婷荣膺本届大冠军杯最
有价值球员（MVP）。

8、体操世锦赛肖若腾男子全能称王
10月5日，肖若腾在加拿大蒙特利

尔举行的第47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夺
得男子全能金牌，林超攀获得银牌，中
国队首次包揽世锦赛全能冠、亚军。这
也是继杨威之后，中国选手时隔10年
再次获得世锦赛男子全能金牌。

9、冯珊珊排名女子高尔夫球世界第一
11月 11日，中国高尔夫球名将

冯珊珊在海南陵水的蓝湾大师赛上获
得职业生涯第九个LPGA（女子职业
高尔夫球协会）冠军，从而在职业高尔
夫球女子世界排名中升至第一位。她
也是首位登上世界第一宝座的中国大
陆球员。

10、北京冬奥会会徽发布
12月15日，2022年北京冬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冬梦”和冬季残疾
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飞跃”在国家
游泳中心“水立方”发布。北京冬奥会
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灵感来源，
北京冬残奥会会徽设计则展现了汉字

“飞”的动感和力度。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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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举办京剧交响音乐会
该校已开设京剧辅修专业实验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