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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决赛打到决胜盘才分出胜负，费
德勒没能以清一色3：0横扫的强势夺
得个人第六座澳网冠军，然而，跌宕
起伏扣人心弦的五盘大战让本届澳网
男单决赛更精彩刺激更令人难忘，更
彰显费德勒创历史的第 20 座大满贯
冠军的伟大。

从比赛进程来看，费德勒本有机
会轻松拿下比赛。但优势局面时稍一

松懈，以及局势变化后的心理波动加
上运气欠佳，让西里奇越战越勇变身

“出笼猛虎”。西里奇的某些时段的表
现让人不禁想起他 2014 年美网夺冠
时的神勇。然而，费德勒最终还是制
服了“出笼猛虎”，更让人感叹这个狮
子座老男人的伟大。

20冠只比19冠多一个而已，而19
冠也已是创造历史的纪录。但费德勒
赛前毫不掩饰他对 20 冠的渴望和憧
憬，等待决赛的忐忑心情，夺冠后热泪

流淌的情感宣泄，让20冠更显神奇和
美妙。20之于19，在数字上是更高一
级的进阶，可能还是“史上最佳”的终
极认定。此前，费德勒“史上最佳”的
地位基本上已无争议，但身后依稀听
到纳达尔追赶的脚步声。现在，冠军
数差距进一步拉大，受年龄所限和伤
病困扰的西班牙“斗牛士”恐怕得打消
追赶“奶牛”的念头了。

16冠与17冠之间相隔两年多，17
冠到 18 冠等了近五年，而 18 冠到 20

冠一年就成真了。虽然费德勒已是近
37 岁的高龄，但以他的水准、状态和
如今男子网坛争夺的形势来看，20冠
看起来还不是尽头。从本届澳网的总
体表现上看，费德勒的技战术水准在
其他人之上，夺冠历程中只有在决赛
时遭到强烈阻击，这也主要是因为对
手偶尔爆发神勇。如今纳达尔、德约
受伤病困扰前景不明，新生代看起来
还难成大器，21冠看来在向费德勒招
手，或许还会有更多。

但不确定因素还是有的。一是
费德勒自己的斗志和投入程度。费
德勒场上取胜信手拈来，背后是艰苦
的训练，还有团队的智慧和力量。如
今 20 冠已成，“老牛”还会一如既往
地刻苦努力吗？二是对手的变化。
比如纳达尔的健康，如果纳达尔重现
追赶的势头，或许还会点燃狮子座男
人费德勒的斗志。比如有没有新生
代迅速崛起？西里奇等中生代球员
偶尔爆发的力度和频度有多大？这
些因素对费德勒斗志的影响恐怕是
消极因素，毕竟他已近37岁“高龄”，
再怎么“牛”，也得服从更新换代的自
然规律。

美妙20冠，还有没有更多？

无限制机器人格斗
世界杯赛决战三亚

本报三亚1月28日电（记者孙婧 实习生吉
慧娜）经过3天的鏖战，极战FMB无限制机器人
格斗世界杯赛今天在三亚开战，代表中国出战的
3支队伍从数十支队伍中冲出，分别赢取了全明
星挑战赛的冠亚季军。

机器人格斗赛是一场“技术+智商”的高科技赛
事。本次赛事由极战FMB联合巴西冬季联赛、美
国机器人大赛、印度机器人格斗联赛、欧洲极限机器
人组织、澳洲机器人大战等格斗机器人组织共同发
起，中国、印度、菲律宾、荷兰、巴西、新西兰、美国、德
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数十支队伍来到三亚，参加
110KG级别揭幕赛、世界杯总决赛和全明星挑战赛。

无限制机器人格斗赛规则简单，在3分钟内，
双方的格斗机器人使用动力格斗系统互相攻击，
直至一方机器人被打到无法行动并超过10秒。

本报文城1月28日电（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先伟）2017-2018中
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排
位赛）A组第93场比赛，今天下午在
文昌体育馆开打，八一盈冠体育男
排主场以 1：3（23：25、21：25、25：
16、19：25）不敌江苏南京广电猫猫

男子排球队。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江苏队

主教练表示：“我们在之前的比赛中取
得多场胜利，所以在今天的比赛中心
态比较放松，发挥得也不错。”八一队
主教练表示：“目前八一队状态有所下
滑，今后将通过训练进行调整以迎接

后面的比赛。”
2月25日，八一男排将在文昌市

主场迎战广东男排，赛后八一男排将
与文昌本地排球队展开友谊赛，7人
对战本地球队9人。据了解，与八一
队进行友谊赛的本地球队，是春节期
间文昌乡镇排球赛的冠军球队。

中国男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

八一主场1：3不敌江苏

“青训之星”青少年足球赛
海口开踢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王黎刚）2018年
第二届“青训之星”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在
海口开赛，省内外19支球队参赛。

据组委会负责人表示，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
得到比赛的机会，邀请国内优秀青少年足球培训
机构来琼冬训交流学习，其中包括10支海南本地
球队，分别出自天龙联盟、金盘实验足球队、海南
天龙足球俱乐部、陵水恒星足球俱乐部、海口二十
五小足球队以及中海足球俱乐部。其余9支球队
分别来自北京、广州、桂林等俱乐部代表队。比赛
分为U14组、U12组、U10组和U8组。

“迎春杯”健身游泳赛
三亚开赛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8“迎春杯”海南省
健身游泳比赛1月28日在三亚市体育中心游泳
馆开赛。本次比赛设正赛竞赛和趣味竞赛两大项
目，来自全省各地近200名位选手参赛，感受海南
暖冬游泳的乐趣。

正赛竞赛分男女组，设12岁以下（含12岁）
组、13-17岁组、18-40岁组以及41-60岁组，分
别进行50米自由泳、50米蛙泳的比拼，各项比赛
采用一次性决赛，共有160名选手参赛。为了增加
赛事的娱乐性 ，本次比赛还设有趣味类竞赛。趣
味类竞赛有水上吹乒乓（17岁以下可参加）、水中
寻宝（12-17岁可参加）、踩水（18岁以上可参加）
以及亲子接力赛等项目，共有100名选手参与。

据新华社墨尔本 1 月 28 日电
（记者宋聃 刘宁）2018年澳大利亚网
球公开赛28日进行的男单决赛中，卫
冕冠军费德勒经历五盘大战，最终以
6：2，6：7（5），6：3，3：6和6：1战胜克
罗地亚名将、赛会6号种子西里奇，第
六度捧起澳网男单冠军奖杯，收揽第
20个大满贯冠军头衔。

36岁 173天的瑞士老将在罗德
拉沃尔球场上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几
度无语凝噎。在现场观众如潮的掌声
和鼓励中，费德勒老泪纵横，亲吻手中
的诺曼·布鲁克斯挑战杯。

2017年，经历低潮的费德勒在这

个赛场上东山再起，王者回归。
今年，再一次，费德勒传奇般地改

写了男子网坛的历史，他成为第一位
独揽20座大满贯奖杯的选手。这20
座大满贯奖杯中有8座来自温网、6座
来自澳网，另外还有5个美网冠军和1
个法网冠军。同时，他也将自己与纳
达尔的大满贯差距拉大到了4个，再
加上他前无古人的302周世界第一等
一大堆纪录，瑞士人再度刷新了球迷
对“完美”和“传奇”的定义。

这是费德勒职业生涯的第30场
大满贯决赛，也是他第7次杀入澳网
男单决赛。在此前6场澳网决赛中，

他仅输过一场。今天夺冠后，费德勒
追平了德约科维奇六座澳网冠军奖杯
的纪录。

赛前被问及赢得第20个大满贯
将会是何等感想时，费德勒词穷：“第
20个是很特殊的。我不知道该对你
说什么，那会是很棒的。”

而今，费德勒梦想成真，诚如他所
说：“童话故事仍在继续，无论对我还
是对你们所有人。”

第六度澳网封王 斩获第20个大满贯头衔

费德勒改写历史继续演绎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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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德勒捧起澳网冠军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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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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凤翔湿地公园
举行迎春文娱活动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口凤
翔湿地公园今天歌声飘扬、鼓号齐鸣，一场别开生
面的市民迎春体验活动——2018凤翔湿地公园
毽子迎春会在这里举行。

为在春节来临之际营造浓浓的年味，弘扬中
国传统民俗文化，海口市文体局适时推出了群众
喜闻乐见的毽子迎春会，包含各式趣味毽子活动、
迎春歌舞表演、朗诵表演、传统剪纸文化、彩陶文
化等10多项体验内容，市民们可以尽情体验各类
文娱活动。

迎春会还特设了“剪纸DIY”与“十二生肖彩
陶DIY”，让公众在享受欢乐的同时，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此外，活动还送出了年味浓
郁的中国结、春联、福字、灯笼等礼品，让现场群众
乐开了花。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卫
小林）海南省京剧艺术促进会今天傍
晚在海口召开2017年年会暨2018
年迎新春联欢会，100多位京剧及其
他地方戏曲界人士欢聚一堂，用20
多个京剧及地方戏曲节目喜迎新春。

记者现场看到，晚会在京歌小合
唱毛泽东诗词《咏梅》的歌声中拉开
帷幕。其后，京歌《中国脊梁》、京剧
《空城计》选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
人》，京剧《贵妃醉酒》选段《海岛冰
轮》，现代京剧《杜鹃山》选段《黄连苦
胆味难分》，京剧《状元媒》选段《自那
日》，京剧《红灯记》选段《无产者一生
奋战求解放》和《光辉照儿永向前》等

不同风格的节目相继唱响，引得台下
喝彩声连连，会场形成强大的京剧艺
术气场，为海南文艺百花园增添了别
具一格的梨园风采。

虽是京剧界聚会，但省京剧艺术
促进会也邀请了其他地方戏曲名家参
与表演。晚会上，豫剧、越剧、黄梅戏
等地方戏曲也唱响于舞台，更有古筝
配乐诗朗诵、舞蹈、独唱、葫芦丝独奏
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浓厚的节目表
演，让这台迎新晚会愈发多姿多彩。

省京剧艺术促进会成立于2015
年8月，在没有经费大家就AA制的情
况下，促进会活动不断，仅2017年就
举办了成人公益培训班、元宵京剧专

场晚会、参加省文体厅主办惠民演出
等。2018年计划参加省“周末剧场”演
出，并开始牵头策划创作大型京剧交
响歌舞节目《冼夫人》，为中国传统戏
曲文化在海南发扬光大继续努力。

《光荣与梦想》诗歌交响
音乐会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张中宝）为迎接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庆祝罗牛山股份公
司上市20周年，一场以“光荣与梦想”为主题的大
型诗歌交响音乐会今晚在省歌舞剧院举行，晚会
规模盛大，明星阵容豪华，曲目经典耐人寻味。

晚会邀请了国内知名歌唱家和专业交响乐团
联袂献艺，廖昌永、常思思、吴京安、肖雄、肖超等
重量级艺术家齐聚椰城，华斌、黄晓宁、杨纯、刘
佳、刘英杰等多位海南本土艺术人才倾情加盟。
此次音乐会，罗牛山公司匠心独运，用史诗化手法
区分乐章，共分《记忆如歌》《绿色崛起》《不忘初
心》《梦向未来》《永远的拓荒牛》五个乐章，以交响
乐、独唱、合唱、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选取广大观
众喜闻乐见的经典作品，为观众展现了一幅砥砺
前行、跨越赶超的壮丽画卷，激起观众感情的波澜
和心灵的震撼。

本次演出由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孙
慧 实习生黄媛）2018中国海南童星
盛典暨第二届宝宝网络春晚1月27
日晚在海南大学精彩上演，童星们带
来舞蹈、古筝、时装秀等16个节目，
学说逗唱大比拼，给广大观众带来一
场不一样的视听盛宴。

当晚8时，开场舞《压岁钱》拉开
了2018中国海南童星盛典暨第二届
宝宝网络春晚的序幕。在盛典现场的
每位童星，都展示出了自己的拿手绝
技。晚会上，童星们带来的《别吹牛》
《欢沁弟子规》《天鹅湖》等16个精彩
节目悉数亮相，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舞台上，童星们使出十八般武
艺，包括非洲鼓、古筝沙画、芭蕾舞、
相声、街舞、独唱等表演形式。其
中，时装秀《美丽绽放》共有16位 4
岁至7岁的“小天使”登台，分别穿着
欧美时尚风服装，踏着动感的节拍，
在舞台上展现最棒的自己。街舞

《Super Kids》展现出了时尚与科技
融合的魅力，18位6岁至9岁小朋友
身穿银色服装，和8个高约30厘米的
机器人共舞，让冰冷的机器人和热
情、奔放的街舞完美结合，呈现了科
技与时尚融合的效果。

通过两届宝宝春晚的成功举办，

许多家长也认为，海南宝宝网络春晚
能为孩子提供一个高水准的表演平
台，可以让孩子得到更好锻炼。

本届宝宝网络春晚由省青少年活
动中心指导，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南海网承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冠名。

2018海南童星盛典海口精彩上演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徐
晗溪 尤梦瑜）今晚，青年钢琴家陈小
雨与郝一雷联袂在海口日月广场华人
国际剧院上演的“金钟之星钢琴演奏
会”，拉开了为期一周的“2018年首届
海南国际钢琴音乐周”帷幕。

本届钢琴周时间为1月28日至2
月2日，将举行30场公益大师班、3场
高峰论坛、5场音乐会、7场名师讲堂、
特殊儿童音乐教育基金成立发布会、
全国少年钢琴英才展演等系列活动，

将吸引全国近百位钢琴演奏家、教育
家参与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钢琴周不仅
所有活动均免费举行，而且设立了

“SAE特殊儿童音乐教育专项基金”，
用于关爱特殊儿童艺术教育事业，让
更多青少年接受到钢琴艺术教育。

本次活动由省文体厅、省教育厅、
省文联指导，中国音协钢琴学会、省音
协等共同主办，海口市文体局、海口市
会展局、海大艺术学院等协办。

本报香港1月28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黄婵敏）由省琼剧院演出
的经典琼剧《汉武之恋》，今晚在香港
新光戏院上演，让1000多名海南乡
亲深受感染，也为省琼剧院2018年
访港演出画上圆满句号。

今晚，新光戏院依然爆满，离演
出还有1个小时，戏迷们就已开始聚
集。“我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我知道
这几天有‘海南戏’在这里表演，就想
过来欣赏一下。”香港居民何女士说。

据了解，1月23日至1月28日，

省琼剧院访港演出团在新光剧院先
后为在港海南乡亲献上6场大戏，观
看演出的海南乡亲及香港观众超过
了6000人次。6场演出，场场爆满，
掌声笑声不时响起，气氛热烈欢快。

“时间过得真快，我连续6天都
来这里看琼剧，一场比一场精彩，琼
剧访港演出结束了，乡亲们都很不
舍，期待省琼剧院今年还能再次访
港。”65岁的琼海籍乡亲陈林云说。

连续12年访港，省琼剧院赴港
演出已成为一项文化品牌活动。省

文体厅艺术处负责人表示，此次访港
演出，不仅是第十五届世界海南乡团
联谊大会的延续和庆功，也丰富了香
港海南乡亲的文化生活，成为联系海
南和香港两地乡亲的纽带和桥梁。

本次访港演出由香港海南社团
总会发起，总会副会长邢福雷表示，
香港有近40万海南乡亲，对大家来
说，这次琼剧访港演出既有新剧欣
赏，又有老戏回味，大家大饱耳福眼
福，琼剧已成为香港海南乡亲共同的
精神家园。

省琼剧院访港演出圆满落幕

■ 冯巍

春节才上映的国产合家欢动画片
《熊出没·变形记》，27 日在全国多市
开启超前点映，海口有幸位列其中。
次日看到票房成绩，仅点映场全国票
房就高达1426万元，比某些影片正式
公映后的单日票房还高，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作为该系列第 5 部影
片，经多年磨砺后已练就一身过硬“本
领”，即凭借接地气的故事，能吸引爷
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一同关注的
浅显道理，再加逗笑的情节和对白，赢
得了与合家欢电影名实相符的好名
声。也正因为如此，该系列片在影市
上也越来越受家庭观众关注，所以尽

管未正式上映，点映成绩也能很亮眼。
其实，“熊出没”系列片是2014年

才正式推出的，《熊出没·变形记》仅仅
是第5部。但该系列片的票房却是一
步步走高的，从第一部的2.4亿元、第
二部的2.8亿元、第三部的2.9亿元，到
第4部的5.2亿元，其中蕴含了编导在
接地气方面的多少努力？个人不好评
说，也不好预测第 5 部能否在票房上
超过前作，但这次点映的火爆，应该能
给片方和影迷信心。

众所周知，股市有“牛”“熊”之分，
影市也同理，有峰谷之别。“熊出没”系
列片一步一个脚印地赢得影迷关注并
攀上票房高峰的事实说明，只要电影
创作者关注当下，关注生活，拍出接地
气的影片，其市场前景自然就会不

“熊”反“牛”。

首届海南国际钢琴周海口开幕

多彩京剧节目海口喜迎新春
“熊出没”缘何不“熊”反“牛”？

省京剧艺术促进会会员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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