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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1月22日电（记者
王恒志）2018亚足联U23锦标赛组委
会22日发表声明说，近日有部分网络
媒体报道称，中国球迷对中国队在小
组赛最后一轮对阵卡塔尔队比赛时的
裁判判罚产生不满，因此集体抵制到
场观赛，用空场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经组委会核实该新闻为不实新闻。

组委会表示，本届比赛于1月9
日-27日在江苏常州、昆山、江阴和常
熟四个城市举行。根据亚足联规定，
本次赛事门票收益属于各赛区所有，
因此比赛门票由各赛区组委会进行销
售。常州赛区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
组织了12000-15000名观众观看了
三场中国队小组赛。除中国队场次

外，其他场次均未组织观众，而是由各
赛区进行门票销售或向市民派发门票。

组委会坦言，除了中国队以外的
比赛场次球票销售情况均不理想，日
本、越南和韩国等邻近国家在华球迷
较多，每场均有150-200人的球迷赴
现场观赛；中西亚等球队比赛基本没
有主客队球迷观赛。组委会分析原因

认为：一是本项赛事为国家青年队比
赛，较著名的球星不多；二是比赛期间
赛区处于寒冬，气温较低，前期还有雨
雪天气；三是比赛时间大部分为工作
日的下午和晚上。

组委会表示，根据每场亚足联赛
后报告中的观众人数统计，非中国队
比赛的观众人数在中国队被淘汰前后

并无太大变化，并非由于中国队小组
未出线而导致观众人数急剧减少。此
外，该项赛事前两届在阿曼和卡塔尔
举行时，除东道主及邻近国家场次以
外的比赛上座率也较低。上届比赛，
非东道主比赛的场均观众人数只有
200人。因此部分网络媒体所谓的“呼
吁空场抵制”等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

男足U23亚锦赛组委会辟谣：

部分网络媒体所谓“空场抵制”不实

1月 22日，在2018年澳大
利亚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第四轮
比赛中，韩国新星郑泫以3∶0战
胜六届澳网男单冠军、塞尔维亚
选手德约科维奇，晋级八强。图
为郑泫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 阿成

1月22日，在澳网男单第四轮对决
中，六届赛会冠军、“墨尔本之王”德约
科维奇以0：3不敌韩国21岁新星郑泫，
无缘八强。打入八强的郑泫，创造了韩
国网球的历史，他成为第一个闯进大满
贯八强的韩国人。郑泫也是本届澳网
单打赛场上走得最远的亚洲选手。

创造历史的郑泫可以说是本届
澳网迄今最大的一匹黑马，从这个意
义上说，他淘汰小德算是一大冷门。
但这个冷门的“冷”主要是两位选手
的名气对比带来的，而从赛前表现来
看，这个结果并不算“冷”。

一方面，小德长时间养伤后复出，
能恢复多少成功力，是个未知数。虽说
前三轮小德还算顺利过关，但前两轮对

手不太强；第三轮击败名将孟菲尔斯，
也因为高温天气的影响而检验不出真
实功力。另一方面，虽然郑泫目前只排
名世界第58位，但这位“天才少年”早
已被视为希望之星，他在去年底夺得
ATP新生代力量总决赛冠军后，已引
起广泛关注。本届澳网郑泫一路闯
关，在第三轮淘汰4号种子德国超新星
小兹维列夫晋级16强后与小德相遇，
许多人认为小德不能轻视这个对手。

从与小德一战来看，郑泫可以说是
以小德“之道”反克小德，他并不惧怕与
小德打多拍相持，终于在心理和体能上
击垮了强大的对手。郑泫拥有超级稳
健的底线相持能力，体能充沛，腿部力
量足，又用超强的柔韧性，能打出匪夷
所思的防守球。从打法上看，郑泫有点
像小德。他说小德是他儿时的偶像，他

的打法有学习、模仿小德的成分。而在
打败小德后，他透露说，他比小德年轻
很多，并不怕与对手耗体能。

郑泫在淘汰小德晋级八强后，这匹
黑马还能走多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
点。人们期待他挑战下一个目标费德
勒，但在他与费德勒的对阵成真之前，两
人还需要各闯一关。而从整个职业生涯
的发展前景来看，如果郑泫铁了心要模
仿小德的防守型打法，恐怕会阻碍他取
得更大的成就。如今的男子网坛，似乎
又回到“进攻为王”的时代，“进攻之王”
费德勒不必多言，以前的“防守之王”纳
达尔也更多时候站位提前加强进攻成
分。而小德，不管他恢复了几成功力，打
法上看起来还是老样子。现在年轻人
都不怕与小德耗体能了，小德要想重回
巅峰，看来也必须在打法上有所改变。

小德出局不算冷门大侃台

韩国新星淘汰小德
晋级澳网男单八强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硕克杯”
2017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简
称海超联赛）日前结束第十三轮争
夺。此前同积27分领先积分榜的海
南佳宁娜红色战车队和儋州队本轮
双双获胜，依然并驾齐驱，冠军悬念
将在本周六的最后一轮比赛后揭晓。

本轮四场比赛结果为：红色战车队
3∶2胜海南大学队；儋州队3∶0力克三
亚队；澄迈雷霆队3∶4不敌琼海京海

成队；海南师范大学队4∶1胜万宁队。
最后一轮比赛将于1月27日（本

周六）进行。儋州队将迎战海南大学
队，如果获胜，由于他们与红色战车队
的胜负关系占优，将肯定获得冠军。卫
冕冠军红色战车队将对阵海南师范大
学队，红色战车除了要力争3分外，能
否卫冕成功，还要看儋州队比赛的结
果。另外两场对阵为：琼海京海成队
VS万宁队，三亚队VS澄迈雷霆队。

海超联赛红色战车队和儋州队双双获胜

冠军悬念留到最后一轮

海南全民健身摄影大赛
作品征集结束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符桃
心）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主办，南海网承办
的2017年海南省全民健身摄影大赛于去年12月
启动，今年1月15日征集工作正式结束。记者今天
从省文体厅了解到，历时一个月的征集工作共收
到参赛作品3000多张，据介绍，作品从多个方面
反映了我省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面貌，也展示了
我省全民健身工作开展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下一步，大赛组委会将从3000多张作品中评
选出若干组入围照片，于1月23日至1月31日进行
网络投票。2月1日至2月5日，主承办单位将组织
业内专家进行评选。2月6日，经过网络投票和专家
评审环节后，获奖作品名单将在南海网公布。

据了解，2017年全省各市县开展的全民健身
活动达到400多场，几乎每天都有全民健身活动
在开展。为了使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全民健身的乐
趣，2017年的海南全民健身运动会也迎来改革升
级，不仅增加了比赛项目，还将运动会趣味性竞赛
项目举办地点从学校操场调整为公园、广场、社区
等群众密集区域。此外，海南群众还积极参加了
第十三届全运会新增的19个群众项目的比赛，并
取得不俗成绩。海南女足夺得笼式足球冠军，海
南羽毛球队夺得男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开展的“亲水运动季”也成为海南开展全民健身运
动的一大特色项目。作为海南为凸显海洋文化而
特别打造的一个以“水”为主题的全民健身运动项
目，“亲水运动季”在开展的半年时间内反响热烈。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两天的角逐，第三届海口
火山自行车文化节昨天在海口火山
口地质公园落幕。

本次活动吸引了省内外的2000
多名自行车爱好者参加，赛事的总奖
金25万元，其中海南本地选手奖金20
万元，省外选手奖金5万元。最终，女
子组山地赛的冠军被何冲（省内组）、
邓湖平（省外组）摘得，男子组山地赛
冠军被杜观（省内组）、胡紫云（省外
组）摘得。公路赛方面，女子公开组冠
军由梁艳青（省内组）、李九斤（省外
组）摘得，男子公开组冠军由林开雄
（省内组）、曹健华（省外组）摘得。

本届文化节从开幕盛典、荣誉骑
行、欢乐巡游，到精彩激烈的公路自行

车、山地自行车比赛，再到乡村音乐美
食节、农夫年货集市等处处都彰显了不
一样的火山文化，同时也融入了许多新
鲜时尚的元素。让广大骑友们在充分
感受海口优质的空气、环境以及舒心
领略火山风情之余，还能与现场乐队
进行互动、品尝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全
身心地融入这场年度激情盛宴之中。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也用实际行
动大力支持绿色文化，比赛期间，赞
助150箱清凉可口的冰露饮用水为
运动员送去一份清爽。海南太古可
口可乐负责人表示，低碳生活是每个
人都应该做的，多年来，可口可乐一
直倡导“吃动平衡”“快乐动起来”的
积极、健康的生活理念，今后将继续
前行在支持公益活动的道路上。

海口火山自行车文化节落幕
易建联薪火阵营
海南冬令营开营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王黎刚）“易建
联薪火阵营海南冬令营”开营仪式昨天在海南体
育职业学院篮球场举行。前国家男篮主力队员王
仕鹏抵达海口，给海口的小篮球爱好者传授技术。

共有近百名海口的小篮球爱好者参加“易建
联薪火阵营海南冬令营”。易建联薪火阵训练营
是由中国篮球领军人物易建联2011年创办，一直
致力于青少年体育教育，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和
训练课程，为青少年篮球爱好者提供顶级的教学
课程。“易建联薪火阵营海南训练营”自去年6月
设立以来，在前奥运跳水冠军、中国篮球协会青少
年委员会委员许艳梅的努力下，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的青少年篮球普及与推广活动，举办了“薪火阵
营篮球公益培训体验活动”、“2017易建联全国三
人篮球赛海口站”比赛、“薪火阵营篮球进校园”、

“中国体育彩票杯易建联薪火阵营青少年篮球公
益培训”、“易建联薪火阵营小篮球幼儿园体验”、

“薪火阵营篮球常训班”等。

灯笼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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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中美两国影人合作拍摄的动
作片《24小时：末路重生》（简称《24小
时》）将于1月26日在海南各大院线
上映，一展中美合拍电影的风采，这是
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该片由美国导演布莱恩·
史莫兹执导，美国硬汉男星伊桑·霍克
和中国女演员许晴领衔主演，保罗·安
德森、鲁特格尔·哈尔、利亚姆·坎宁安
等海外电影人联袂助阵演出。故事讲
述伊桑·霍克饰演的职业杀手特拉维
斯得知了犯罪组织红山的大阴谋，但
他的生命只剩下了24小时，因为他的
手上被植入了生命倒计时器。在许晴
饰演的国际刑警琳影响下，特拉维斯
决定在一天时间内闯入虎穴，捣毁红
山犯罪组织。

记者了解到，导演布莱恩·史莫兹
执导此片前是资深替身演员和副导

演，参与过好莱坞大片《钢铁侠3》《X
战警：第一战》《猩球崛起》《碟中谍2》
等诸多大片的拍摄，《24小时》只是他
第二次独挑大梁执导电影。伊桑·霍
克是美国著名男星，也是编剧，电影代
表作包括《爱在午夜降临前》《死亡诗
社》《训练日》等，我国影迷最近看到他
的影片是2017年8月在内地上映的
科幻动作片《星际特工：千星之城》。
在《24小时》中，伊桑·霍克扮演了一
位职业杀手。许晴是我国著名演员，
早年以《边走边唱》和《狂》两部艺术电
影闻名，后以电视剧《皇城根儿》大红，
主演过《东边日出西边雨》《秦颂》《来
来往往》《说好不分手》等影视剧，近年
来出演电影《建国大业》《老炮儿》等多
部。此次在《24小时》中，许晴扮演的
国际刑警琳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
复仇者，有大量动作戏，是许晴从影以
来挑战最大的一部影片。

中美合拍片《24小时》本周海南上映

许晴（中）和伊桑·霍克（右）在《24小时：末路重生》中

《谜巢》缘何让人迷糊？
■ 冯巍

没看电影《谜巢》之前，光看演员阵容，李冰
冰、吴尊、凯南·鲁兹主演，类型是动作冒险，满以
为有看头，谁知看后却大失所望。这哪是“谜巢”，
简直是让人迷糊。它被影迷直呼为“烂片”，真没
有过多的冤枉。

应该说，该片的故事外衣还算比较“漂亮”，借
助现代生物科技公司人员失踪作为故事“由头”，
将探险、寻宝、逃生等情节融为一炉，再辅以姐弟
亲情、商业阴谋和打斗动作等元素，拍成一部较好
的商业影片应该不成问题。

遗憾的是，或许编剧和导演两大主创在叙事
方面能力有限，全片最后呈现给观众的结果是，故
事线索逻辑不清，人物塑造并不生动有神，情节发
展也没有铺陈圆满，导致一些角色仿佛成了多余
的摆设，有他不多，没他不少，有的人还像无头的
苍蝇，用一个现在流行的词，可以叫他们“尬人”。

《谜巢》缘何如此让观众犯迷糊？笔者认为，
关键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该片编剧和导演两大主
创闭门造车，才酿成了这样的“悲剧”。

该片上映4天来，内地票房刚过4000万元，豆
瓣影迷评分更“惨”，低至3.9分，为其打1星至2星
的影迷占到了75%以上，被评为“好于3%冒险片”
和“好于2%动作片”，形象落到地上。

当然，三年前策划出《谜巢》这样的故事尚不
算落伍，无奈观众观影心理变化太快，现在多数影
迷已不喜欢看这类假科幻片，而是转为喜爱现实
题材影片，喜欢走心的电影，偏好能打动情感的电
影。如此一来，《谜巢》只好当花钱买教训了。

中韩友好音乐会首尔举行
据新华社电（记者耿学鹏 陆睿）“2018欢乐

春节中韩友好音乐会”21日下午在首尔世宗文化
会馆大剧场举行，为观众献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本场音乐会是2018年韩国“欢乐春节”系列
活动之一。在音乐会上，女高音张怡、男高音唐
竹雅、朱智等中方艺术家，女高音姜惠晶和陈仑
熙、男中音高圣贤等韩方艺术家相继登台，演唱了
《我爱你中华》《乡音乡情》《金达莱》《漫步路上》
《啊，我想要的生活》等作品。韩国钢琴家金俊熙
演奏了著名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为观众
献上新春祝福。

2010年以来，中国文化部、中国驻韩国大使
馆和首尔中国文化中心每年春节前夕都在韩国举
办“欢乐春节”活动，在介绍和展示中国文化的同
时，更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据新华社洛杉矶 1月 21 日电
（记者高山）第24届美国影视演员协
会奖21日在洛杉矶圣殿礼堂揭晓，
犯罪片《三块广告牌》拿下3个重要
奖项，成为电影类最大赢家。

马丁·麦克多纳执导的《三块广
告牌》由美国福克斯探照灯电影公司
发行，讲述一位小镇母亲对爱女被谋
杀7个月后警方调查依然没有进展
感到十分愤怒，她买下小镇附近三块
巨大广告牌并写上讽刺和督促警方
的话语，从而引发争议并导致她与小
镇警察之间的一系列冲突。

该片击败《伯德小姐》《大病》《逃
出绝命镇》以及《泥土之界》，一举夺
得电影类最佳群戏奖，该奖相当于好
莱坞其他重要颁奖中的最佳影片
奖。《三块广告牌》此前已获得金球奖
剧情类最佳影片奖。

饰演小镇母亲的弗朗茜·麦克多
曼德夺得最佳女主角奖。

加里·奥尔德曼因在传记片《至
暗时刻》中成功演绎了二战时期的英
国首相丘吉尔而斩获最佳男主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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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演员协会奖终身成就奖颁
给了好莱坞老戏骨摩根·弗里曼，以
表彰他为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现
年80岁的弗里曼从8岁开始表演生
涯，2005年凭借《百万美元宝贝》一
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

电视剧方面，《我们这一天》《副
总统》和《大小谎言》三分天下。

《我们这一天》获得剧情类最佳群
戏奖，《副总统》获得喜剧类最佳群戏奖。

斯特林·K·布朗（《我们这一天》）
和克莱尔·福伊（《王冠》）分别获得剧
情类最佳男女演员奖。威廉·H·梅
西（《无耻之徒》）和朱莉娅·路易斯－
德利法斯（《副总统》）分别获得喜剧

类最佳男女演员奖。
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大小谎

言》）和妮可·基德曼（《大小谎言》）分别获
得电视电影／迷你剧最佳男女演员奖。

影视演员协会奖是由美国影视

演员协会所颁发的年度奖项，于
1995年首次颁发。该奖项完全由演
员投票评选，旨在表彰过去一年中表
现突出的影视演员。其表演类奖项
被视为奥斯卡奖的风向标之一。

《三块广告牌》称雄美国影视演员协会奖《勇敢者游戏》连续
三周北美票房夺冠

据新华社洛杉矶 1 月 21 日电
（记者高山）索尼影业发行的奇幻冒险
片《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以周末三
天入账2004万美元的成绩，连续第三
周夺取北美周末票房榜冠军。

《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基本再续
了1995年的经典奇幻影片《勇敢者游
戏》的传奇，由好莱坞动作明星“巨石”
强森领衔主演，讲述了4名少年被意外
吸入电游世界后，变身为游戏角色，历
经艰险重回真实世界的故事。《勇敢者
游戏：决战丛林》自去年12月20日上映
以来已在北美吸金超过3.16亿美元，全
球票房总收入也已经突破7.67亿美元。

北美票房分析专家保罗·德加拉
贝迪安对新华社记者表示，1月份北
美电影票房中有强劲竞争力的影片相
对较少，良好的口碑以及“巨石”强森
等明星的吸引力，都使得该片得以持
续良好的票房表现，成为进入2018年
后的北美票房“领头羊”。

《三块广告牌》演职人员领奖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