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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城1月10日电（记者刘梦晓 特约记
者吴孝俊 通讯员王海洪）为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由省政协书画院，临高县委、县政府举办
的“墨韵文澜——全国书画名家作品展”，今天上
午在临高开幕。

本次展览共展出来自全国的书画名家优秀作
品106幅，从展览定位、书画家的影响力到作品质
量看，是一次高水平、高质量、内容丰富的艺术盛
宴，不仅让临高人民近距离欣赏到高水平的书画
佳作，而且从名家作品中得到有益养分和创作启
迪，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

据介绍，临高县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
华诗词之乡。近年来，临高县委、县政府提出发展
临高文化大县、临高文化强县的文化发展战略，不
断加大临高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力度，公共
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实现了长足发展。

据悉，本次作品展为期10天。

临高举办“墨韵文澜——
全国书画名家作品展”
展出优秀作品106幅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卫
小林）2018第17届精功（国际）模特
大赛新闻发布会暨2018“精功之夜”
迎新晚会，昨晚在海口豪生国际大酒
店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2018第
17届精功（国际）模特大赛即将开始
接受选手报名，本届大赛将在全国10
多个分赛区进行选拔，全国总决赛将
于8月4日在海口举行。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18第
17届精功（国际）模特大赛将于3月
正式拉开海选战幕，本届大赛将在全
国设立10多个分赛区，除海南、杭州、
武汉、成都、重庆、南宁等常设赛区外，
还将在台州、温州组成浙江赛区，将广
东广州、广西南宁组成两广赛区等跨
省、跨地区的大赛区，并根据各分赛区
当地的文化特色，设计该赛区的选拔

和赛事主题。此外，本届大赛还将开
辟国际赛区。

本届大赛正式启动后，经过全国
10多个分赛区的海选赛、晋级赛和分
赛区决赛的激烈角逐后，将选拔出跻
身全国总决赛的模特精英们，于今年
7月汇聚海口，开始进行为期20天的

“精功美丽训练营”集训，最终于8月4
日在海口激情上演第17届精功（国

际）模特大赛的巅峰对决。
据悉，本届大赛启动后开始接受

网络报名，各分赛区的选手可通过关
注大赛官方网站、大赛新浪微博、在微
信上查找微信公众号“精功国际模特
大赛”或扫描海报二维码皆可登录官
方微信报名。

精功（国际）模特大赛自2002年
创办以来，已经成功地走过了16个年

头。作为从海南本土发展壮大起来的
时尚品牌大赛，该赛事逐渐走上全国
时尚文化舞台，影响波及到海外时尚
文化圈。截至目前，精功优秀模特不
仅遍及中国各地，而且遍布世界多
国。据统计，已有来自四大洲20多个
国家的模特选手，参加了精功（国际）
模特大赛，在海南的时尚文化舞台上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2018第17届精功模特大赛海口启动
全国总决赛将于8月4日在椰城举行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卫小林）今天下

午，海口市作家协会第七届会员大会在海口召开，
百余名会员出席大会。会议选举张品成担任海口
作协第七届主席团主席，对海口作协过去5年的
工作进行了汇报，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上，海口作协第六届主席团负责人汇报了
工作，总结了队伍建设、文学创作等方面的成绩和
存在的问题，大会宣读了海口市文联关于海口作
协第七届理事候选人名单。

通过全体会员选举，当场公布了选举结果：张
品成当选海口作协第七届主席团主席，彭桐、乐
冰、王丽莹、莫晓鸣、黄辛力、曾万紫、黄葵当选海
口作协第七届主席团副主席，周丽虹当选海口作
协第七届主席团秘书长。

海口作协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组织部分会
员前往三沙采风创作，组织作家深入基层挖掘传
统文化写作资源，在各大传统节日开展诗朗诵等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计划为创作成绩突出的会
员出版新书，挑选精品每年推出一本合集，5年出
版一套文丛，挑选1至3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举办
研讨会，计划每年与海南大学文学院、海南师范大
学文学院联合举办文学讲座。

海口市作家协会
第七届会员大会召开

2017年北美票房排名前三的
影片《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
《美女与野兽》《神奇女侠》都是“女
主当家”，其中《神奇女侠》获得4.12
亿美元北美票房，成为女性导演取
得的史上最佳成绩。

奥斯卡奖得主、好莱坞女星吉
娜·戴维斯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女性影片大获成功的现象“并
不令人惊奇”，现在是好莱坞该给予
女性更多关注的时候了。

也有数据显示，以女性角色为
主角的电影，要比以男性为主角的
电影平均票房收入高约16％。

电影《乌鸦》的制片人杰夫·莫
斯特对新华社记者说：“观众期待看

到更多女性特色鲜明的角色，《神奇
女侠》的成功证明了这种趋势。”

好莱坞2018年要继续保持票
房佳绩面临很大压力。以奈飞、亚
马逊等为代表的流媒体对分流电影
票房造成了巨大影响。比如奈飞花
费9000万美元打造的电影《光灵》
播放前三天就吸引了1100万观众。

一些好莱坞及票房评论人士指
出，只靠提高票价来维持高票房收
入的做法是竭泽而渔。好莱坞要继
续吸引观众，就必须提高影片质量，
创作出更多能带来新鲜感的影片，
把观众从家中吸引到电影院来。

记者 高山 朱莉亚·皮尔庞特
（据新华社电）

好莱坞票房“丰收年”有喜有忧

据康姆斯科分析公司公布的数
据，2017年北美票房虽未保持继续
增长势头，比2016年创下的历史最
好成绩下降2.3％，但总额仍是历史
第三高，仅次于2016年、2015年。

然而在亮丽的票房收入数据背
后，2017年观影人次减少，为25年
以来的新低。据统计，2017年北美
地区共卖出 12.4 亿张电影票，比
2016年下降5.8％。之所以能继续

保持票房高收入，靠的是电影票价
的提高。2017年，北美电影票的均
价是每张 8.9 美元，比 2016 年的
8.65美元上涨了3.2％。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好莱坞
的最大痛点是北美票房遭遇“暑期
大滑坡”，5月至8月的观影人次比
2016年同期减少16％，观影人次只
有4.25亿次，为25年来最低。

暑期上映的一系列好莱坞大

片，仅有《神奇女侠》《蜘蛛侠：英雄
归来》《银河护卫队2》等少数成功，
大多数影片惨淡无光。《变形金刚5》
《异形：契约》等暑期档系列大片续
集，表现均不如前。

美国媒体指出，“暑期大滑坡”
既有影片质量不尽人意，也有排片
规划不合理等原因。《洛杉矶时报》
指出，暑期有“太多烂片，包括续集、
重拍片，根本没人愿意买票去看”。

2017年，迪士尼公司一家就夺
走北美全年票房21.2％的份额，继
续领跑并领先排名第二的华纳兄弟
2.1个百分点，领先排名第六的狮门
影业13个百分点。如果迪士尼顺
利完成与20世纪福斯公司的合并，
两者相加的市场份额将达到33％以

上，领先优势将进一步扩大。
事实是，迪士尼的多部大片为

2017年北美票房立下汗马功劳，尤
其是年尾上映的《星球大战：最后的
绝地武士》，半月内就收获5.33亿美
元，一举成为年度票房冠军，极大地
弥补了夏季的“票房大坑”。

然而，一些业内人士担心迪士
尼在好莱坞形成垄断地位，不利于
影片生产的多元化和创造性。

不过迪士尼2017年总共上映8
部电影，比2016年的10部要少。即
使吞下20世纪福斯公司，也不见得
会大幅增加每年上映电影的数量。

2017年，北美电影票房总收入达到111.2亿美元，连续第三年突破110
亿美元，好莱坞又迎来一个“丰收年”。然而，观影人数下降、迪士尼一家独
大等问题，也透露出好莱坞面临着不少挑战。

票房收入犹亮眼 观众减少存隐忧

迪士尼强势领跑 行业差距在拉大

女性题材爆发 好内容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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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夺得2017年度北美票房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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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昌冬奥会将于2月9日拉开帷
幕，北京冬奥会的脚步也悄然临近。
如果说在家门口举行的北京冬奥会是

“大考”，平昌冬奥会对中国冰雪竞技
就是秣马厉兵、检验成色、查漏补缺的

“中考”。力拼当下、剑指未来，中国冬
奥军团在平昌冬奥会上将交出怎样的

“答卷”令人期待。

力拼平昌冬奥
目前，中国队拿满了短道速滑全

部项目冬奥会的满额参赛席位，这也
是中国短道队连续三届拿到满额席
位，短道速滑依然是中国在冬奥会上

最有竞争力的项目。
除了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和速度

滑冰作为我国冬季运动的优势项目，
同样肩负着在平昌冬奥赛场争金夺银
的重任。近几年，隋文静／韩聪、于小
雨／张昊、金博洋等花样滑冰新锐涌
现，隋文静／韩聪更是拿到了2017年
世锦赛双人滑冠军。

速度滑冰队中最有实力的依然是
于静和张虹。但受伤病影响，索契冬
奥会冠军张虹在近期的世界杯赛事中
表现并不理想，进行康复性训练是她
当前的首要任务。

虽然我国雪上项目整体与世界强

队有较大差距，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一直是我国雪上项目的排头兵。不
过自韩晓鹏后，中国健儿总是与该项
目金牌差之毫厘。徐梦桃、齐广璞、贾
宗洋等名将已日渐成熟，平昌冬奥会
上颇有冲金希望。

中国另一支雪上重点队伍当属单
板滑雪U型场地国家队。女队的刘佳
宇、蔡雪桐，男队的张义威多次获得世
锦赛、世界杯冠军，平昌冬奥会也有望
站上领奖台。

全力以赴蓄力北京冬奥
受冰雪资源南北不均、冬季项目

普及化和职业化有限等诸多因素影
响，我国冬季运动水平与夏季运动相
比有较大差距。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
申办2022年冬奥会，为我国冬季运动
的开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冰雪运动的加快普及需要冰雪竞
技水平的引领，能否在家门口举办的北
京冬奥会中取得突破十分关键。国家
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表示，中国冰雪
界人士正在全力以赴“抓重点、强弱项、
补短板”，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

此前，中国冬季运动的备战重
点在少数优势和潜优势项目上，在
2014年索契冬奥会周期，中国开展

的冬季项目只有冬奥会全部小项的
三分之二。如今，平昌冬奥会的102
个小项的国家队全部组建完成，包
括跳台滑雪、高山滑雪等以前中国
没有开展或水平较低的小项，各运
动队都在积极争取冬奥会参赛资
格、积累大赛经验。

压力与动力并存，挑战与机遇同
在！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强劲东
风”下，中国冬季运动健儿在平昌的表
现无疑将备受瞩目，中国冬季运动的群
众普及与竞技提高也必将迎来令人欣
喜的瑞雪丰年！

（据新华社北京电）

平昌冬奥会中国冰雪竞技迎“中考”

北京时间1月12日凌晨，巴萨将
在西班牙国王杯1/8决赛次回合比
赛中坐镇主场迎战塞尔塔。首回合
比赛，多名主力轮休的巴萨客场与对
手战成1：1平，此番回到主场，实力
超群的巴萨即便不是全主力出战，也
有望击败对手打入八强。

巴萨本赛季表现十分强势，西甲

联赛中战罢18轮，15胜3平保持不败，
以9分的优势遥遥领先，夺冠势头看来
不可阻挡。巴萨的目标不只在联赛，
他们要成为“多冠王”，国王杯冠军也
志在必得。巴萨本赛季主场战绩惊
人，至今在各条战线上12胜1平几乎
全胜。值得一提的是，唯一一场平局
的对手正是塞尔塔。塞尔塔最近状态

不错，继国王杯首回合战平巴萨后，在
上周末的联赛中又战平皇马。

为了应对周末的联赛，此战巴萨或
许会有个别位置的轮换，好在巴萨兵强
马壮，主帅巴尔韦德应该不会为如何排
兵布阵而犯愁。上周巴西球星库蒂尼
奥从利物浦转投巴萨，不过，库蒂尼奥
还需要养伤此战不会出场。而重伤已
久的快马登贝莱终于伤愈回归，巴萨的
攻击火力更加凶猛。巴萨后防线的表
现也十分出色，最近5场比赛均零封对
手。看来，就算塞尔塔有些难缠，也难
以阻挡巴萨挺进八强。 ■ 林永成

■ 西班牙国王杯前瞻

巴萨状态火热剑指八强

英联赛杯半决赛首回合

曼城2：1胜
布里斯托尔城

北京时间 1月 10日，在
英格兰联赛杯半决赛首回合
比赛中，曼城在主场以2：1
战胜英冠球队布里斯托尔
城。图为曼城球员斯通斯
（右）与对手拼抢。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中国体育
彩票杯”2017年中国高校海南校友会
足球嘉年华邀请赛，日前在海口世纪公
园圆满落幕，江西财经大学与中南大学
分别捧得超级杯和联盟杯的冠军奖杯。

本次活动为2017年海南体彩“送
健康 送快乐”系列惠民活动之一。
比赛邀请了西南大学、江西财经大
学、北京体育大学等高校的海南校友
会足球队共16支队伍参加，分成超级
杯和联盟杯两个组别，每个组别各8

支队伍参赛，赛制为六人制。比赛为
期两天共进行3轮角逐，通过淘汰排
位赛的赛制决出各组别1-8名。

冠亚军争夺战昨晚进行，两个组
别的决赛均打到点球大战才分出胜
负，结果江西财经大学击败电子科技
大学，夺得超级杯冠军；中南大学战
胜中北大学，夺得联盟杯冠军。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体彩中心主
办，海南松聃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承办。

中国高校海南校友会
足球邀请赛海口落幕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8年海
南省“迎春杯”群众业余羽毛球赛本
月20日将在五指山市海洋学院南校
区羽毛球馆举行。获得本次比赛前3
名的球队将分别赢得1.5万元、7000
元和3000元奖金。

本次比赛为混合团体赛，每场
比赛设5项，分别是混合双打、男子
双打（70岁以上）、女子双打、男子

双打（70 岁以下）和男子单打。比
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分组
循环，小组前两名出线，进入第二
阶段交叉淘汰赛，最终决出名次。
选手年龄在 18 岁至 60 岁以内，每
队可报11名运动员，每名运动员不
能兼项。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和五指山
市政府主办。

省“迎春杯”群众业余羽球赛
下周在五指山举行

世界围棋名人战

李世石逆转连笑夺冠
据新华社云南保山1月10日电（记者王浩

宇）中国·保山“东骏药业杯”第五届世界围棋名人
争霸战10日上演了一场逆转大戏，韩国名人李世
石在决赛中执黑191手中盘战胜中国名人连笑九
段，将冠军头衔和50万元人民币奖金收入囊中。

连笑在比赛中曾占据绝对优势，但最后在读
秒声中出现失误，被对手大逆转。看着煮熟的鸭子
从眼前飞走，连笑的郁闷可想而知，“作为职业棋手
输了当然会难受，尤其是今天这棋，输得我实在是
说不出话了，当时都已经等着对手认输了，有点太
大意了，当时怎么下都行，但却下错了，可能是自己
脑子有问题吧”。连笑获得亚军奖金30万元。

在当天上午结束的中日韩围棋元老混双赛决
赛中，韩国组合徐奉洙/尹泳珉再度击败日本组合
大竹英雄/吉田美香，获得冠军和20万元人民币
的奖金。

CBA第26轮战报
广东 114：107 广厦

江苏 114：102 广州

山西 113：112 福建

青岛 120：104 吉林

八一 110：114 四川

达喀尔拉力赛第四赛段收兵

中国车手顺利抵达终点
据新华社利马1月9日电（记者陈威华 张

国英）2018年达喀尔拉力赛9日进行了第四赛段
的比赛，车手们从一片沙滩发车，看上去很美，但
赛段充满陷阱，险象环生，造成多位车手成绩不
佳，不过中国车手均顺利抵达终点。

在汽车组中，标致车队再次展示团队优势，法
国车手勒布获得今年赛事的首个赛段冠军，他的
西班牙队友塞恩斯和法国队友彼得汉塞尔分列第
二和第三位。BP勇之队的中国车手周勇排名第
36位，海阔天空·勇之队的何志涛和赵凯排名第
43位。

在其他组别中，俄罗斯车手卡利亚金终止了
智利名将卡萨勒连续三天在四轮摩托车组独霸天
下的局面，获得当天的赛段冠军；法国车手卡鲁斯
特获SxS组赛段冠军，俄罗斯车手尼古拉耶夫再
次在卡车组拔得头筹。

第五赛段从圣胡安德马尔科纳前往阿雷基
帕，全长932公里，其中特殊赛段267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