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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本届澳网冷门迭爆黑马狂奔，
23日男女单打各有黑马打入四强，
24日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又上演一
场黑马大战，结果21岁的韩国黑马
郑泫直落三盘击败美国黑马桑德格
伦，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打进大
满贯四强的选手，同时他也是继锦
织圭之后第二位打入大满贯四强的
亚洲男选手。在墨尔本网球公园的
阵阵“冷风”中，这一股韩国“泫风”
最为强劲和炫目。

黑马之间的对决反倒各有顾
忌，郑泫与桑德格伦之战总体来看
质量不高，有点不够大满贯八强战

的分量。也许是上一场与蒂姆的五
盘大战消耗太大，桑德格伦并没有
展示出传说中的强劲发球和暴力正
手。战术选择上也有问题，明明底
线相持不过对手，桑德格伦很多时
候有意放慢节奏与对手拉锯，而不
是放手强攻搏杀。也许他顾忌郑泫
惊人的防守反击功夫，想在相持中
伺机突击，但多数时候他还没有等
到突击的机会就失误了。

求稳正中郑泫下怀，稳健是他
一贯的球风，他说是从偶像德约处
模仿学习来的。以这种打法，他击
败了“师傅”德约，还怕谁与他比稳
健，斗底线拉锯。其实身体强壮的
郑泫有强力抽击的爆发力，在场上

他也偶有展现。但他选择了防守反
击后发制人，不轻易冒险强攻，这种
冷静和稳健在年轻球员中很少见
到。稳健的球风帮助少年老成的郑
泫稳步前进，走得很扎实。他在本
届澳网一鸣惊人，也不大可能昙花
一现。

现在人们已把郑泫视为未来亚
洲网球的扛旗人，或者说下一个亚
洲一哥。这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他
比锦织圭小7岁，未来自然是他的。
问题是，他能不能在锦织圭当打的
时候成为亚洲一哥，或者能不能超
越锦织圭大满贯亚军以及世界排名
第四的最高成就？如果郑泫能在本
届澳网夺冠，他将创造历史成为首

位夺得大满贯的亚洲男选手，人们
可以无视排名而直接把他封为“亚
洲一哥”。他离冠军还有两步，但下
一步很难跨过，费德勒将让他见识
到，什么是既有观赏性又能赢球的
进攻网球，他的防守功夫还不足以
抵挡顶尖高手的攻击。

郑泫只有21岁，未来还有很长
的路，有大把机会冲击锦织圭的成
就，甚至还可以期待更多。稳健的
球风让郑泫稳步提升，但要想触摸
到顶尖级别或者长期稳定在一流行
列，他还需要提升更多，比如加强进
攻能力，增加进攻成分。学德约没
有错，但一味模仿德约的打法并不
能成为另一个德约。

费德勒半决赛迎战韩国黑马
“海峡组合”彭帅／谢淑薇止步女双四强

本报文城1月24日电（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先伟）记者今天从文
昌市旅文委获悉，2017—2018中国
男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八一盈冠体
育男排的首场主场比赛，将于1月25
日晚上7点半在文昌排球馆开打，八
一男排将对战前来挑战的广东深圳
国体男排。

经过将近三个月的角逐，2017—
2018中国男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完美

收官，八一盈冠体育男排凭借在最后
阶段的一波四连胜，将自己的成绩定
格在10胜2负，排名A组第二。从1
月25日开始，男排超级联赛将展开第

二阶段的较量。第二阶段又叫做八强
排位赛，八一盈冠体育男排将分别与B
组的前四名进行主客场共8场的较量，
来争夺晋级第三阶段比赛的机会。

八一男排第一阶段的成绩在所有八
强的队伍中排名第三。但由于八一男排
在对阵山东和浙江的比赛中多次以3：2
获胜，目前有效积分只有9分，与第四名

的山东队有效积分相同。因此，八一男
排要冲击联赛四强席位，必须在接下来
的第二阶段比赛中赢得更多的场次。

中国男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今日开打

八一男排今晚在文昌迎战广东

国家羽毛球队陵水冬训
本报椰林1月24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卢正飞 胡阳）日前，国家羽毛球队一行80人抵达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开展冬季集
训。本次集训将持续到3月8日。这已经是国家
羽毛球队连续第五年到该县冬训。

“熟悉的场馆、商店、街道，每次到陵水集训都
有回家的亲切感。”国家羽毛球队单打主教练夏煊
泽说，陵水的气候、综合服务等条件非常适合冬
训，将利用此次冬训为今年的赛事做好准备。

据悉，陵水文体部门将全力协调好各项集训
工作，并借助国家队冬训期间开展指导交流活动，
促进陵水青少年羽毛球运动的发展。

全国业余高尔夫
超级联赛报名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陈丹丹）由观澜湖
集团主办的2018第二届全国业余高尔夫超级联赛
将于4月8日开杆，日前赛事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

“2018 全国业余高尔夫超级联赛”沿用了
2017年的预选赛、复活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的比
赛形式。预选赛同时在全国五大赛区进行，分别
为东部赛区（江浙沪皖闽鲁台）、南部赛区（粤桂湘
鄂赣港澳）、西部赛区（滇黔川渝陕甘宁青新藏）、
北部赛区（京津冀晋豫蒙黑吉辽）和中心赛区（海
南海口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预选赛阶段未能晋
级的球队均可在中心赛区参加复活赛，其中排名
前10可获总决赛资格。

2：0胜河北华夏幸福队

海南足球队
获冬训热身赛首胜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林永成）征战中
乙联赛的海南足球队，今天在海口观澜湖足球基
地与在海南冬训的河北华夏幸福队进行了一场热
身赛，结果海南队以2：0获胜，取得冬训热身赛的
首场胜利。

这是海南足球队进入冬训期后踢的第五场热
身赛，前四场未尝胜绩。本场比赛，前来海南队试
训的多名球员获得上场机会。今年1月初，河北
华夏幸福一线队员前往西班牙拉练，此番对阵海
南队的球员大多数为二线球员。

海南足球队本月中旬宣布，由前广东足坛名
将张兵担任主帅。球队设计了新队徽，新队徽去
掉了赞助商的名字，采用中性化名字。海南足球
队将以崭新的面貌出征新赛季中乙联赛，力争3
年内冲上中甲。

“泫风”能刮到多大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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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墨尔本1月24日
电（记者刘宁 宋聃）男单卫冕
冠军费德勒和女单头号种子哈
勒普24日展现强大实力，轻松
晋级2018年澳大利亚网球公

开赛四强，同样杀入半决赛的郑泫再
次刷新韩国球员在四大满贯赛事最
好战绩。“海峡组合”彭帅／谢淑薇止

步女双四强。
费德勒朝着成

功卫冕之路又进一
步，在四分之一决

赛中直落三盘，以7：6（1）、6：3和6：
4战胜19号种子、捷克选手伯蒂奇，
第14次杀入澳网四强。

这位瑞士名将赛后表示对是否
能再次夺冠已经看淡，他说：“去年我
也赢了伯蒂奇，当然今年结果也一
样。去年澳网捧杯之前我有段时间
没夺得大满贯赛事冠军。与去年相
比，今年我的预期完全不同。当然，
我还是会打好每一场比赛。”

谈到半决赛中的对手郑泫，费德
勒说：“我从来没跟郑泫或埃德蒙德

交过手，很高兴能在赛场上看到新名
字，这是我们需要的。郑泫让我想到
了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他们打法很
相似。我想他（郑泫）肯定会拼尽全
力，当然我也会这样做。”

淘汰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
后，郑泫继续在澳网赛场上创造

“奇迹”。这位21岁的韩国新星在
八强战中直落三盘，以 6：4、7：6
（5）和 6：3 横扫美国选手桑德格
伦，成为第一位杀入四大满贯赛事
四强的韩国球员。

女单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是一
边倒的局面。罗马尼亚名将哈勒普
在首盘0：3落后的情况下连赢9局，
最终以6：3和6：2淘汰6号种子、捷
克选手普利斯科娃。前澳网女单冠
军、德国选手科贝尔仅用51分钟就
以6：1和6：2轻取17号种子、美国选
手凯斯。两人会师半决赛。

女双半决赛中，“海峡组合”彭帅
／谢淑薇以4：6和2：6不敌5号种
子、巴博斯／梅拉德诺维奇，结束本
届澳网之旅。

大侃台

1月24日，在2018年澳大利
亚网球公开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中，瑞士选手费德勒以3：0战胜
捷克选手伯蒂奇，晋级四强。图
为费德勒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八一男排主场赛事预告
1月25日19：30 八一队VS广东队
1月28日15：30 八一队VS江苏队
2月25日15：30 八一队VS北京队
3月1日19：30 八一队VS四川队

比赛地点：文昌排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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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卫小
林）引进自俄罗斯的科幻灾难片《莫斯
科陷落》日前定档，将于2月2日在海
南与全国院线同步上映，这是记者今
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该片由俄罗斯导演费奥
多尔·邦达尔丘克执导，他导演的战争
片《斯大林格勒》曾于2013年在我国
上映，票房口碑均表现不俗。在这部
新片中，整个莫斯科全城尽毁，摩天大
楼悉数倒塌，影片将惨烈的莫斯科危

机抛到观众眼前，然后展现了俄罗斯
人应对巨大危机的超强能力。

记者了解到，《莫斯科陷落》是俄
罗斯第一部有关外星生命入侵地球的
科幻灾难电影，在影坛享有“俄罗斯版
《独立日》”的美誉。该片背景定于莫
斯科，随着一艘外星飞船突降，人类和
外星来客展开了生死较量，一场捍卫
人类领土与尊严的战争由此打响。不
同于以往的好莱坞制作灾难电影，该
片除了主打视觉特效之外，将科幻与

爱情元素水乳交融，可以说是该片最
让影迷期待的亮点。

业内人士介绍，该片在俄罗斯上
映后创下不俗的票房，影评人盛赞其
可与《2012》《地心引力》相媲美。导演
在《斯大林格勒》中就已展露出拍摄大
场面巨制驾轻就熟的能力，此次再导
《莫斯科陷落》，大场面制作水准更见
长进，全片超过45%的特效镜头，众多
的外星人、新式武器、宇宙奇观等科幻
元素，令海外科幻片迷好评不断。 《莫斯科陷落》剧照

中国非遗舞剧《傩·情》
在克罗地亚首演成功

据新华社萨格勒布1月23日电（记者高磊）
23日晚，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蹈家们在克罗地亚
首都萨格勒布上演了一场文化底蕴深厚的舞剧
《傩·情》，有100多年历史的克罗地亚国家剧院座
无虚席。克文化部长科尔日内克、前总统梅西奇
等嘉宾应邀观看这出承载厚重文化积淀的舞剧。

“傩”是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农耕祭祀文
化，逐渐与民俗信仰和民间艺术融合成一种复合
型的文化形态。此次上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创
舞剧《傩·情》由《开天辟地》《生命造化》《风调雨
顺》等九个段落组成，通过张力十足的舞蹈动作和
华丽奔放又不失精致的美术设计，生动呈现出中
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生命观。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后，剧院内响起经久
不息的掌声。克文化部长科尔日内克在看望演职
人员时对《傩·情》的艺术水准给予了高度评价。

克罗地亚是北京舞蹈学院受中国文化部委派
组织的“欢乐春节”中东欧五国巡演的第二站。此
前已在波黑演出两场，接下来将前往波兰、爱沙尼
亚和阿尔巴尼亚演出。

法国电视三台开播
讲述茶马古道节目

据新华社巴黎1月23日电（记者
吴涛 张曼）讲述中国云南茶马古道历
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法国电视节目
《梦境之地——茶马古道》23日晚在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举行开播仪式。

法国电视三台负责人达纳·阿斯
捷致辞表示，《梦境之地》栏目播出2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呈现各地风景和文
化。此次聚焦中国茶马古道，将带领
观众饱览中国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符桃心

海风习习，万宁石梅湾凤凰九里
书屋外廊上正在举行“最美石梅湾”
摄影展。在多幅以海为主题的作品
中，两幅反映石梅湾千年青皮林的作
品——《雾腾青皮》和《青皮白鹭》引
人驻足。“青皮”拍青皮，来自北京的

“候鸟”摄影爱好者耿文志以“青皮”为
名用镜头记录了他深爱的石梅湾。

1月18日，耿文志以摄影爱好者
身份参加了海南“候鸟型”文艺人才迎
新座谈会，会上大家热络的交流让他
加深了归属感，也感受到了国际旅游
岛的包容与开放。24日，耿文志在石
梅湾向记者讲述了他与海南的情缘。

在海南摄影“过程”愉悦

2015年退休后，耿文志开始长住
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随之相
伴的慢节奏让他更专注地拿起相机。

耿文志说，这几年在海南的摄影
“过程”是愉悦的：“海南给我的不仅是
无尽的创作灵感，丰富的创作素材，更
重要的是在拍照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
帮可爱的人。”

有一次，耿文志在微信朋友圈中
看到几幅反映火山口村落的照片，由

于他当时对这里并不熟悉，为了找到
照片拍摄地点，他拨通了链接内容中
附注的电话。电话那头素未谋面的陌
生人非常耐心地告诉他驾驶路线并介
绍最佳拍摄点。后来他才得知，这位
陌生人是省摄协副主席吴建华。

“这些爱海南的人既在专业上精
益求精，又相互帮扶。海南摄影人精
湛的技术，吃苦耐劳的精神，追求卓越
的品质和开放包容的胸怀，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村里村民也很热情，可以
说，海南给我注入了生命活力。”他说。

“生命活力”这四个字对耿文志来
说有着特殊的意义，2014年，耿文志
被查出身患癌症，这让他思索着“是时
候静下来了”。“起初来海南是为了健
康，但现在我收获的还有精神上的激
励，这对于一个大病初愈的人而言，可
谓更加重要。”

用镜头捕捉海南之美

海南应接不暇的美景“怂恿”着耿
文志一次次按下快门。山钦湾、棋子
湾、铜鼓岭、千年古盐田……上岛3
年，他足迹遍布全岛。他笑着说，海南
是他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现在他
每年都会在海南居住9个月以上。

当被问到“拍过海南这么多地方，

最喜欢哪里”时，耿文志指着脚下，毫
不犹豫地说到：“还是石梅湾。”这里细
细的白沙滩上，葱郁的青皮林中，记录
着他的脚步。

“天天漫步在青皮林中是一种享
受，可以说我是在这里康复的。”正因如
此，他为自己取名“青皮”。也正是出于
对这片古老青皮林的热爱，他才能在镜
头前守了一天，用镜头捕捉到了一群悠

然飞过的白鹭，捕捉下了他的《青皮白
鹭》；《雾腾青皮》则是他抓住清晨的阳
光，拍下一天中青皮林的最美时刻。

在海南专注于拍摄的3年里，耿
文志收获了万宁旅游全国摄影大赛
二等奖以及2017年佳能第八届“共
叙感动”全国EOS俱乐部摄影比赛
纪实类二等奖。他说，海南的民风、
民俗让他开始尝试拍摄更多反映当

地人文的作品。
“我热爱海南，所以我用快门拥

抱海南。我之所以能用快门拥抱海
南，是因为海南拥抱了我。”耿文志
说。他相信，以海南的包容与开放，
在“候鸟”群体所带来的外来文化与
本地文化碰撞下，海南文艺事业将取
得更多成就。

（本报万城1月24日电）

“候鸟”摄影爱好者耿文志：

海南给我注入生命活力

⬆ 摄影作品《雾腾青皮》 耿文志 摄⬅ 耿文志在海南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动作片《红海行动》定档
海南大年初一与全国同步上映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卫小林）“今年
春节档将是大片云集，但在喜剧片扎堆上映背景
下，有一部军事动作片会吸引大家眼球，它就是
《湄公河行动》导演林超贤最新动作片《红海行
动》，海南也是大年初一与全国同步上映。”海南院
线业内一位资深发行人今天告诉记者。

据介绍，离今年春节档只有三周时间了，由于
往年这个档期票房大热，因此今年国产大片呈扎
堆上映态势，如《捉妖记2》《西游记之女儿国》《唐
人街探案2》《熊出没·变形记》《祖宗十九代》等，
同步开画新片非常多，但这些影片基本都是喜剧
片或续集片，军事动作片只有《红海行动》一部，有
别于其他类型的电影，将给春节期间的影迷带来
新鲜的观影感受。

据介绍，该片根据2015年也门撤侨真实事件
改编，由林超贤导演，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主
演，张涵予特别出演，蒋璐霞、尹昉、王雨甜、郭家
豪、麦亨利助阵演出。该片在迪拜、摩洛哥拍摄了
4个多月，制作规模和故事格局全面升级，仅投资
就高达5亿元，导演林超贤秉承《湄公河行动》的

“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拒绝棚拍”的
创作理念，将把片中的蛟龙突击队解救我国商船
被海盗劫持人员故事真实再现于银幕之上，展现
我国海军雄姿。

科幻灾难片 下周海南上映《莫斯科陷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