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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郭
萃）记者从海口马拉松组委会获悉，
2018年海口马拉松赛准备工作已一
切就绪，报名人数17710人，比赛现场
将有4.5万名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
560名医疗志愿者和20辆救护车随
时待命。此外，比赛当天 05：00至
15：30运动员可凭号码布免费乘坐
公交车。

据了解，2018海口马拉松赛将于
1月14日上午7时30分正式开跑，相
较于往届海口马拉松赛，本届赛事对

线路进行优化，以美舍河湿地公园为
起点，途经椰海大道、滨江路、世纪大
桥、滨海大道，充分展现了海口热带滨
海风光。赛事自起点沿赛道每3公里
设置了补给站，给选手提供足量的功
能性饮料、各类新鲜热带水果以及能

量补给食品。为了保证赛事顺利进
行，比赛当天将有来自各高校2880名
志愿者以及四个区1700余名志愿者
为参赛选手提供服务，现场还设置了
19个固定医疗点，配备了20辆救护
车和50台AED设备（自动体外除颤

器），同时开通了3家绿色医院通道。
此外，记者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

该集团1月14日将实行运动员免费
乘坐公交新举措。当日途经马拉松
赛起点椰海大道美舍河凤翔湿地公
园的21路、76路、94路、96路4条公

交线路，早上发班时间一律提前至
05：00对开发班，在07：30之前4条
途经公交线路的发班间隔加密至每
5分钟一班，为运动员准时准点到达
比赛地点保驾护航；赛程各阶段终点
周边的公交线路各储备5辆公交车，
在各终点赛事结束时段加大公交发
班密度，确保运动员及时疏散。此
外，对当日05：00至15：30时段内佩
戴或持有号码布的所有运动员实行
免费乘车，全力保障参赛运动员的交
通需求。

海口马拉松准备工作就绪
比赛当天选手凭号码布可免费乘公交车

据新华社常州1月12日电（记者
王恒志）U23足球亚锦赛小组赛第二
轮12日在江苏常州打响，首轮表现出
色的韦世豪终场前长途奔袭远射打
中横梁，没能为中国队扳平比分，主
场作战的U23男足以0：1不敌乌兹别
克斯坦队，小组赛前两轮一胜一负。

在随后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
卡塔尔1：0小胜阿曼，取得两连胜积
分领先。中国队最后一轮与卡塔尔
之战成为生死战，只有获胜才能确保

小组出线。
首轮3：0大胜阿曼队，中国队取

得了一个不错的开局，本轮面对乌兹
别克斯坦队，马达洛尼使用了和上一
场相同的首发阵容，首轮以0：1不敌
卡塔尔队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则对首
发阵容进行了一些调整。中国队希
望取得连胜锁定出线名额，乌兹别克
斯坦队则要避免提前出局。比赛开
始仅14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就打破
了场上僵局，他们在中国队禁区内连

续制造威胁，最终由阿里约诺夫在禁
区左侧打远角得手。

早早落后的中国队此后大举反
击，但他们直到半场结束前才连续觅
得良机，可惜未能改写比分。直到终
场前，中国队仍有扳平比分的机会，
韦世豪中场得球后长途奔袭至大禁
区前沿，但他的远射击中横梁弹出，
随后主裁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
声，中国队0：1遗憾落败。

中国队主教练马达洛尼赛后说：

“对手用仅有的几脚射
门就赢得了比赛，下半
场我们踢得很不错，
有五六个比较好
的机会，但都没有
转换为进球，比赛
结 果 让 我 感
到非常遗憾，
我 们 的 表 现
本 来 可 以 最
终去扳平比分。”

U23亚锦赛次战0：1不敌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队末轮需死磕卡塔尔

■ 阿成

首战3：0大胜阿曼队后，里皮的
助手、U23 国足主帅马达洛尼豪言：
我们不惧怕任何对手。这话听着很
熟悉，里皮在12强赛中途接手国家队
时，就说过不惧怕任何亚洲对手。

神奇的里皮在国足前4轮仅积1
分垫底的绝境下，率领国足迅速反
弹重新点燃了 12 强赛出线的希望，
但因为关键战役丢分，最终还是功
亏一篑。之后，国足在东亚杯等赛
事中重归平庸，尽管依然喊着“不惧
怕”。马达洛尼率领 U23 国足的正
式比赛首秀，也是高调登场高光亮

相，U23 亚锦赛开战前都喊“夺冠”
了，首战大胜后，“不惧怕”显得更有
底气，也很煽情。但次战0：1输给乌
兹别克斯坦后，形势急转，最后一轮
成为中国队的出线生死战。不知道
这一次结局如何。

上一场虽然大胜，但也暴露出中
国队防守的隐患。乌兹别克斯坦不
是阿曼，中国队的防守隐患在次战进
行到13分钟时便爆发，边路防守被打
穿，在门前混战中又陷入慌乱，不能
及时解围，也没有看住对方后插上的
球员，球门宣告失守。开场不久便丢
球有些措手不及，但远不是宣告胜负
的时候。不惧怕任何对手的中国队

本来要与对手打对攻的，失球后攻得
更无所顾忌了。

之后的比赛中国队占据了场面优
势，特别是下半场后半段，可用“围攻”
来形容。这种局面的形成，有乌兹别克
斯坦比分领先有意退守保胜果的原
因。但乌兹别克斯坦不是阿曼，他们的
队员不仅身体强壮，灵活性不见得比中
国队员差，球性看起来也更好。乌兹别
克斯坦即便退守也很有章法，防守稳健
有针对性，还能通过反击来牵制中国队
的兵力。反观中国队的进攻，虽然大多
数时间能压制住对手，但进攻套路单
调，线路不够清晰，更多的是个人的快
速冲击，打到哪算哪，明显的得分机会

并不多。“U23国足之星”
韦世豪最后时刻的奔袭击
中横梁，又一次展示了他
的能力，也宣告这一次运气
不在中国队这一边。

但中国队输球不能只
怪运气不好，乌兹别克斯坦
队世青赛八强的声名可不
是白给的，当需要胜利才能摆脱
险境的时候，他们做到了。而中
国队充分证明了光有勇气并不能护
佑你不输球。最后一轮中国队只有
赢球才能确保出线，对手又是卡塔尔
这个多年的“苦主”，这一次会写下什
么样的故事？

海南U15女足在成都冬训
多场交流赛胜多负少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12日从海南女足
（U15）主教练谷山处得知，该队目前已在四川成
都温江足球基地进行了20多天的冬训。这期间，
海南女足和国内同龄球队进行了多场交流赛，结
果胜多负少。

谷山说，根据中国足协女足青训部的竞训计
划，为使女足青少年队伍都能够利用冬训达到交
流、提高与学习的目的，2017-2018年度全国女
子足球U16的部分队伍，于2017年12月20日-
2018年1月20日在成都市足球协会温江培训基
地参加为期30天的冬训。来自海南、云南等国内
8支优秀少年女足代表队的200多名运动员和教
练员在成都冬训。

他说，海南U15女足完全以琼中女足为班底
组建，球队的远期目标是参加2021年的西安全运
会。冬训20多天来，海南女足收获不小，在多场
交流赛中表现不错。谷山说，交流比赛的结果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比赛交流技术与发现问题，
通过这种形式的比赛，不仅有利于培养小球员的
赛场意识，同时也帮助教练员及时进行总结，改进
训练方法。

■ 西甲第19轮前瞻

皇马再不奋蹄就晚了
北京时间1月13日晚，西甲第19轮将打响一

场焦点战，皇马在主场迎战比利亚雷亚尔。皇马
是上赛季欧冠和西甲“双冠王”，本赛季战绩下滑
得出人意料，目前只排在第四名，若不能及时找回
状态重振雄风，不仅卫冕将成为泡影，欧冠资格也
未必能稳拿。

皇马近期状态不容乐观，虽然国王杯杀入8
强，但由于联赛表现糟糕，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
已经被西甲榜首巴萨甩开了16分之多，即便把少
赛一场的3分也算上，13分的差距也让人望而生
畏。不过赛程还未过半，虽然追赶巴萨看起来几
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银河战舰还未到彻底
放弃的时候。而皇马身后的追兵很近，第五名塞
维利亚只落后3分，皇马此时奋蹄，保住欧冠资格
比争冠的意味更重。

比利亚雷亚尔目前排名第六，只落后皇马4
分，也在争夺欧冠资格的球队之列，因此本场比赛
可以视为争夺欧冠席位的关键战役。从球队实力
与交手纪录上看，皇马占据优势明显，两队西甲历
史中交锋33场，皇马21胜9平3负绝对占优。不
过，比利亚雷亚尔近期状态颇佳，最近3轮西甲比
赛2胜1平仅丢1球，皇马不可掉以轻心。

■ 林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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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我省大学毕业生创业自立励志故事

本土题材电影《造梦者》海口开机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卫

小林）今天晚上，本土题材励志正能
量电影《造梦者》在海口茅台迎宾酒
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该片在海南
正式开机拍摄。该片主演谯鹏飞、王
岗、吴启华与现场上百位嘉宾及媒体
记者见面。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该片由海
南谯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谯鹏
飞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拍摄，他

几年前从海南师范大学毕业，后来自
己创业，其间经历过与家人尤其是父
母亲的艰苦“斗争”，在不理解、矛盾到
默许、支持之下，慢慢迎来了自己事业
如今的腾飞。电影《造梦者》就是由他
自己牵头投资并担任主演的，他还是
该片总编剧兼总导演，并且邀请到了
曾经主演过《倚天屠龙记》《刁蛮公主》
等众多影视剧的内地著名男演员王
岗、香港著名影视明星吴启华担任该

片联合主演。
王岗在见面会上向嘉宾和记者分

享了他在该片中扮演角色的体会。他
说，他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的是男主角
的父亲，虽然在片中他曾经是一个观
念落伍的“老人”，与要创业自立的儿
子闹过矛盾，但后来他“变好”了，支持
儿子创业自立并且取得成功，农村人
的观念也在与时俱进。在拍摄现场，
王岗说他与大家相处非常和谐，整个

剧组像一个大家庭，很和睦。
吴启华虽然在这部电影中的戏份

并不是很多，但他的出场，也赢得发布
会现场掌声一片。他向大家介绍了他
在片中的角色，并表示与剧组这个大家
庭关系很好，他本人也非常喜欢海南。

该片执行导演说，这两天海口的
天气如坐过山车，上午中午还热得像
夏天，傍晚开始就成了秋天冬天，冷
得剧组不少人都感冒了，但开拍几天

来，整个拍摄工作并没有受天气影
响，大家齐心协力，目的就是为影迷
呈现出一部非常感人的海南本土题
材正能量电影。

据介绍，该片由于是一部完完
全全的本土题材电影，主要内外景
戏份都会在海口、三亚等地选景拍
摄，因此相对转场时间少，剧组力争
今年内就拍摄制作完成，最好年内
就与影迷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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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李再明）记者从
省摄协获悉，海南摄影家蒋聚荣连续参加2016年
和2017年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
大赛，两年连夺两金，为海南摄影界争得了荣誉。

据介绍，蒋聚荣2017年参赛并获金牌奖的作
品是《仪式》，拍摄于2011年春节，当时他利用年
休假专程赶到陕西宝鸡陇县采风，当地庆祝春节
的传统庆典狂欢活动社火非常盛行，从大年初七
或初八开始，各具特色、风格不一的社火就在关中
各地上演，他实地采风拍摄的《仪式》获得了金牌
奖，这也是蒋聚荣继2016年参加该项大赛，凭借
他远赴马来西亚仙本那创作的《泛舟之乐》首次荣
获该大赛金牌奖后，第二次斩获金牌奖。

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以上世纪中国第
一位蜚声世界的华人摄影家郎静山名字命名，是
国际上奖项规模大、获奖人数多的国际性摄影大
赛之一，每届评奖均设金像奖和金牌奖各100名，
已连办11届，被誉为世界华人摄影界的“奥斯卡”
奖，获奖作品将拍卖后捐赠做慈善。2017年大赛
共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美国、澳大利亚、
印度、马来西亚、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
万多位摄影师的12万多幅作品参赛，蒋聚荣能从
2万多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可见功力深厚。

2017年，蒋聚荣还荣获过郑州航展摄影大赛
最高奖炮摄奖，并凭《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火箭首
飞成功》斩获第19届全国艺术摄影大赛金奖。

连续两年参加上海国际
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比赛

海南摄影家蒋聚荣连夺两金

新华社洛杉矶 1 月 11 日电
（记者高山）美国评论家选择奖颁奖
典礼11日在洛杉矶举行。《水形物
语》与《大小谎言》各夺得4个奖项，
分别称雄电影和电视类奖项。

获得14项提名的《水形物语》，
最终拿下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
佳艺术指导和最佳配乐4大奖项。
执导该片的墨西哥导演吉列尔莫·
德尔托罗荣获最佳导演奖。这是他
继7日斩获金球奖最佳导演之后的
又一重要成绩，也使他成为本年度
奥斯卡奖最佳导演的热门人选。

由美国福克斯旗下的探照灯电
影公司发行的《水形物语》，聚焦于
上世纪60年代冷战时期的美国，讲
述了一名在政府秘密实验室工作的
女清洁工与一个被关押的人形两栖
怪物在长期接触中产生情感并帮助
他出逃的故事。

加里·奥尔德曼在传记片《至暗
时刻》中精彩演绎了二战时期的英
国首相丘吉尔，一举夺得最佳男主
角奖。弗朗茜·麦克多曼德则凭借

在《三块广告牌》中塑造的坚毅母亲
形象，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两人
此前也分别夺得了金球奖剧情类最
佳男女主角奖。

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的分别是
山姆·洛克威尔（《三块广告牌》）和
阿丽森·詹尼（《我，花样女王》）。

《寻梦环游记》夺得最佳动画片
奖。德国影片《凭空而来》夺得了最
佳外语片奖。《神奇女侠》夺得最佳
动作电影奖。《大病》获得了最佳喜
剧电影奖。最佳科幻／恐怖电影是
《逃出绝命镇》。

在电视剧评奖方面，《大小谎
言》继续强势表现，继日前获得金球
奖多项大奖之后，又摘取最佳有限
剧集等4个奖项。《使女的故事》和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分获剧情类
最佳剧集奖和喜剧类最佳剧集奖。

由美国广播影评人协会和广播
电视记者协会评选的评论家选择
奖，一直是好莱坞颁奖季的重要评
奖项目之一，也是每年奥斯卡奖的
风向标之一。

《讲述西藏》丛书出版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史竞男）华文

出版社日前出版《讲述西藏》丛书（全三册）。
这套丛书图文并茂，以点带面，综合运用了历

史档案、文献记录、现场访谈等手法，全方位、多角
度、立体化地展示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西藏社会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百
姓生活、宗教信仰、文化传承、生态与环境保护等
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1月11日晚，海口市琼山区在琼山影剧院举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现代琼剧《美舍情》首场巡演活动。该剧以海口市建设凤翔湿地公园过程中涌
现的感人故事为中心，凸显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彰显了海口市民
建设美好家园的主人翁精神。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龙泉 摄

现代琼剧《美舍情》海口首演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史竞男）12日在第31届北京图书订货
会上，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张炜“十年磨一剑”的最新作品
《艾约堡秘史》首次亮相，用文学深度
透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变迁。

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由湖
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通过一
个私营企业巨头吞并风光旖旎的海滨
沙岸的典型事件，聚焦当今中国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既高度依赖又相
互纠结的尖锐现实。

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出新作

美国评论家选择奖揭晓

《水形物语》《大小谎言》各4奖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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