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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永成）三亚吉成之夜健美大
赛近日与国际健美联合会（IFBB）职业联盟签约，
该项赛事中的经典赛成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健美
大赛——奥林匹亚健美大赛的积分赛，2018年的
吉成之夜健美大赛将产生5张职业卡。

据了解，获得职业卡的健美运动员，有资格参
加IFBB职业联盟旗下的职业赛事。奥林匹亚大
赛也是IFBB职业联盟旗下的职业赛事。不过，
要想登上奥林匹亚大赛舞台，得拿到IFBB职业
赛的全场冠军，或者在IFBB职业联盟系列积分
赛中获得足够多的积分。

奥林匹亚健美大赛由国际健美联合会创
始人韦德兄弟创办，首届赛事于 1965 年在美
国纽约举行。如今奥林匹亚赛事已发展成为

“奥林匹亚周展会”，每年9月中旬在美国拉斯
维加斯举办，是公认的世界最高水平、最富盛
名的健美大赛。近年来，奥林匹亚赛事和活动
遍布世界各地。

三亚吉成之夜健美赛
成为奥林匹亚积分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克利伯环球
帆船赛澳大利亚惠森迪群岛至三亚赛
段（第5赛段）的比赛29日从惠森迪群
岛的艾丽海滩起航。预计参赛的11支
船队2月21日陆续抵达三亚。

去年8月20日，参加克利伯环球
帆船赛的11支船队从英国利物浦起
航，经过半年近两万海里的航行，横
跨大西洋、印度洋，穿越炎热赤道，经
历重重考验与挑战后，近日抵达澳大
利亚。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途经世界十几
个知名的港口，是两年一次的航海盛
事。随着赛事的展开，各船队渐入佳
境。在11支参赛船队中，三亚新奇世
界半山半岛号暂列总分第一名。“三亚
号”在澳大利亚赛段取得了三战两胜的
佳绩。在以大堡礁闻名于世的艾丽海
滩，“三亚号”和他们的船长温蒂吸引了
众人的关注。在启航前的船员大会上，

克利伯官方特别向来自20个国家的水
手播放了三亚宣传片。

“三亚号”派出邢唯伟和刘满江两
位经验丰富的水手出战第5赛段的比
赛，他们两人都是在三亚开始帆船生
涯，逐步走上国内外各种赛事的舞
台。从爱好者到如今的帆船从业者，
三亚一直是他们海上的家。大使船员
刘满江说：“在船员大会上看到三亚宣
传片的时候很激动，身为大使船员，我
也热情地向其他水手介绍了三亚的风
土人情，他们都很期待在三亚过一个
特别的中国年。”

温蒂船长对于母港之旅踌躇满志，
她说：“虽然我们现在暂居榜首，但是绝
不能止步不前，其他的船队在努力，我
们也要追求更快的速度。三亚非常支
持整个赛队，每个经停港都会有岸队工
作人员来协助，扬帆三亚一定会是美妙
的经历。”

“对我来说惠森迪群岛至三亚赛
段最大的挑战是全英文的航行环
境，但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三亚
号’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我会向已
环球半圈的水手们好好学习，尽快融
入集体，希望我的能力能帮到船队航
行。”展望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惠森迪
群岛至三亚赛段的航行，“三亚号”大
使船员刘满江说。

2017-2018赛季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共有 8个赛段，每个赛段都会

有两名精心挑选出来的大使船员代
表“三亚号”出战。第5赛段热带天
堂赛段从澳大利亚帆船重镇艾丽海
滩出发，预计航行25天，穿越赤道，
抵达三亚。这是赛会历史上全新的

赛段，大量的热带飓风、煎熬的无风
带、印尼菲律宾群岛的复杂地形、南
海上工作的渔船渔网使这一赛段充
满了挑战。

“三亚号”特别派出了邢唯伟和刘

满江两位水手出战。这两位是所有三
亚大使中大帆船经验最为丰富的两
位。邢唯伟在三亚开始了自己的航海
生涯，经过多年积累，如今成为常胜船
队香港自力号的常任水手，比赛经验

非常丰富。去年，她代表 the way
路得女子队取得了俱乐部杯赛女子组
冠军。

刘满江一直生活在三亚，2015年
他取得了商船船长资格。“三亚号”船
长温蒂认为刘满江的激情和能力是远
洋比赛不可或缺的。刘满江说：“‘三
亚号’全体水手在出发前进行了几次
合练，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和船达
到完全磨合。”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

“三亚号”大使船员刘满江：

向老水手学习 帮助船队航行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惠森迪群岛至三亚赛段起航

“三亚号”大帆船开启“回家之旅”

汪士博夺得
砂板世乒赛冠军

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砂
板乒乓球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选手汪
士博战胜队友黄俊刚，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新华社伦敦1月29日电 据英
国《太阳报》近日报道，虽然葡萄牙球
星克·罗纳尔多（C罗）屡有暗示自己
要重返老特拉福德，但曼联的大门似
乎已经向他关闭。他的下一个职业驿
站很有可能是西伦敦的斯坦福桥。

《太阳报》分析说，曼联引进桑切
斯后，已经不再需要C罗。葡萄牙队

长因为税务等问题，对继续在西班牙
生活失去了兴趣。他想回英超踢球。
而他的下一个归宿很可能是切尔西。

《太阳报》认为，C罗能否加盟切尔
西，关键取决于阿扎尔。这位比利时球
星是皇马主席佩雷斯心仪的目标。如
果切尔西愿放阿扎尔去伯纳乌，那么皇
马就可能愿意把C罗交易到斯坦福桥。

C罗或将加盟切尔西

新华社天津1月29日电（记者张泽伟）天津
权健30日将在2018赛季亚冠联赛资格赛最后一
轮迎战菲律宾谷神星队，这是年轻的天津权健首
次亮相亚洲赛场，也是新帅保罗·索萨执教权健的

“首秀”。29日的赛前发布会上，索萨表示，会全
力赢下这场比赛，带领权健在新赛季创造新历史。

根据赛制，权健只需在主场战胜谷神星队，就
可以打入2018赛季亚冠联赛正赛。“明天我们只
有一个目标，就是赢得比赛晋级亚冠正赛。我们
已经完全准备好了。”索萨说。

他表示，球队之前分别在卡塔尔、西班牙进行
集训和备战，球队每天都在进步，并以一个非常好
的状态回到天津。

索萨有足够的底气战胜对手，他认为自己的
球队有三大优势，一是主场作战，在大家的期待和
鼓舞下会有好的发挥；二是球队的整体实力强于
对手；三是球队目前的状态很好，队员有强烈的求
胜欲。

菲律宾谷神星队是在战胜澳超冠军布里斯班
狮吼队后晋级亚冠资格赛最后一轮的。索萨认
为，谷神星队是一支很有特点的球队，不可掉以轻
心。“他们已经赢得了之前的资格赛，信心大增。
多名归化球员有欧洲联赛效力的经历，彼此间也
非常默契，其他球员也很有特点。他们踢法成型，
知道如何整体防守，在此基础上进行快速反击。”
索萨称，一定会重视对手，但还是要以我为主。

天津队出战亚冠资格赛
主帅索萨欲率队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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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洋浦1月29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叶燕菁）由洋浦编排的舞
蹈节目《盐工梦》日前在南京参加《放
歌新时代·全国首届职工春节联欢晚
会》节目录制，晚会将于农历大年初五
晚在央视7套播出。

舞蹈《盐工梦》演绎的是盐工们在

盐田上辛勤劳作的场景，舞者们用优
美的舞姿、儋州山歌小调与现代音乐
相结合的方式倾情演绎，既有洋浦本
地的民风特色，又不失现代舞蹈的时
尚色彩。

该舞蹈创作者韩伟今天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盐工梦》的创作

初衷，缘于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化
时代，有很多传统技艺已经逐渐被人
遗忘，他希望通过舞蹈，唤起人们重
视和保护好洋浦传承了千年的古老
日晒制盐法。

据悉，《盐工梦》表演者并不全是
专业舞蹈演员，他们是来自区内各行

各业的人们，当初排练《盐工梦》时，这
些参演者每天一下班就过来抓紧时间
排练，常常顾不上吃晚饭。因为道具
盐槽比较狭小，他们在上盐槽环节经
常滑倒受伤，但这些都没有击退他们
对《盐工梦》的热爱。经过两个多月紧
张排练，《盐工梦》也通过了层层选拔，

在全国34个省、区、市的78个节目中
脱颖而出，获得了全国首届职工春节
联欢晚会的演出资格。

据悉，全国首届职工春节联欢晚
会将于农历大年初五晚在央视7套播
出，届时观众可以欣赏到洋浦“盐工
们”的动人风采。

洋浦舞蹈《盐工梦》上央视职工春晚
将于大年初五晚在央视7套播出

央视《乡约》栏目走进陵水
本报讯（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符宗瀚 胡阳）

央视七套《乡约》栏目组近日走进陵水黎族自治县
光坡镇港尾新村，现场录制电视相亲节目并展示
陵水独特的民族风俗，吸引了千余名观众参与。

节目录制现场，央视主持人肖东坡为4位男
女嘉宾牵线搭桥。3位男嘉宾通过徒手抓螃蟹、单
脚站立、左右手书法等方式比拼。在男女嘉宾问答
环节，台下观众也积极参与互动，现场欢笑不断。

现场录制过程中，节目组还推介了陵水酸粉、
圣女果、菠萝蜜、香粉蕉等当地特色美食，并对分
界洲岛、清水湾、吊罗山等旅游资源进行了推介，
期望吸引更多人前来海南感受陵水的魅力。

据悉，《乡约》是央视七套每周六晚9时17分
播出的大型户外婚恋交友节目，以男女嘉宾在舞
台上互动交友为依托，同时充分展示当地特色民
俗文化和旅游资源。

系列片吃老本没出路
■ 冯巍

上周五上映的好莱坞系列电影《移动迷宫3：
死亡解药》，被影迷吐槽为“好莱坞‘跑男团’”的沉
闷之作，笔者深有同感。首映两天勉强夺得内地日
票房冠军，周日起即被上映10多天的印度片《神秘
巨星》反超，豆瓣评分也仅有5.4分，口碑非常一般；
4天票房才1.6亿元，影迷也不算有多买账。

无独有偶，近期上映的好莱坞“星战”系列片
《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内地上映25天，
票房才2.67亿元，比第一部“外传”片还少2亿元，
比《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更少了5亿多元，豆瓣
评分也只有7.2分，被评为“好于67%科幻片”。

缘何这些系列片都走下坡路？笔者认为，恐
怕主要原因在于好莱坞片商一味吃老本。

必须承认，好莱坞走的是全球路线，每部影片
都投入甚巨，因此为保证回本，往往都循着系列片
已经趟出的路子前进，这就造成好莱坞系列电影近
年来不敢创新，不敢开拓新题材，譬如名导演乔治·
卢卡斯执导6部“星战”系列片成功后，迪士尼竟然
买下其公司和IP，将卢卡斯每3年推一部新片缩短
为2年，期间增推一部“外传”片，题材因循守旧，造
成系列片毫无新意可言，难怪影迷越看越觉得沉闷
不堪。这样的系列电影，不走下坡路才怪。

其实，影坛上的创新之作，如卡梅隆的《阿凡
达》，吴京的《战狼2》等等，哪一部不是票房要比这
些越来越糟的系列片要多、口碑要好呢？所以，系
列电影也不能吃老本，否则会越来越没出路。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符桃心）“爱乐2018春
节联欢晚会”今天晚上在海口海航大
厦上演。晚会集歌曲演唱、舞蹈表
演、非洲鼓演奏、京剧演唱、旗袍秀等
节目为一体，为观众献上新春祝福。

晚8时，歌舞《不忘初心》拉开晚
会序幕。随后，获得过世界合唱比赛
金奖的爱乐室内合唱团献唱了民歌

《直嘎多，里嘎多》，演唱将民间口语
与音乐巧妙结合，韵律动人。其后，
配乐情景诗朗诵《天空没有痕迹，但
鸟确实飞过》，合唱《啊，朋友再见》
《我像雪花天上来》《欢乐的那达慕》
《春雨沙沙》《青春舞曲》《飞起来，从
海的南方》等相继唱响，让观众尽情
徜徉在音乐的海洋中。

除歌曲外，旗袍秀《大海姑娘》、

京剧表演《梨花颂》、非洲鼓演奏等节
目各具特色，引来观众阵阵叫好。

2017年，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
继续加大音乐公益教育，完成了多场
惠民演出，获得全国妇联颁发的“全
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新的一年，
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在推动自身转
型发展过程中，将继续为观众带来更
多精彩演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爱乐2018春节联欢晚会椰城上演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卫
小林）今天下午，海口百余位影迷和
媒体记者们欢聚海口中视国际影城
国兴店，有幸超前品鉴了我省院线专
为即将到来的狗年安排的动画片《狗
狗的疯狂假期》，爆笑的剧情，旺旺与
人类的美好情感，逗笑满场影迷。

据介绍，《狗狗的疯狂假期》是一
部西班牙动画片，但如果不是专业人
士介绍，普通影迷还会以为它是一部
好莱坞引进动画片。记者现场观影
后也感到，该片整个制作精致用心，
与迪士尼动画大片几乎相仿；画面色
彩饱和，构图、声音和想象力等艺术
手段均丰富多彩，品质堪称一流，难
怪满场影迷看得津津有味。

该片故事讲述一只友善的小猎
犬奥兹，被外出度假的主人寄养到一

个宠物酒店后，它在那里结识了一群
新朋友，令它没想到的是，它在这里
遇到了以前在主人家从未遇到过的
危机。因为平日过惯了娇宠安逸和
自在生活的奥兹得罪了萌犬界的“黑
帮老大”，在没有了主人的宠溺以后，
它不得不开动脑筋，一面想办法与

“恶棍”周旋，避免身陷危险处境；另
一面又要团结与它处境相同的伙伴
们，从而开启了一段属于狗狗们的疯
狂之旅，最终当然是奥兹胜利了。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认为，《狗狗
的疯狂假期》作为一部合家欢喜剧动
画电影，虽然由西班牙电影人制作，
但它的品质一流，该片在故事结构、
情节编排、情感铺陈方面，都与好莱
坞动画大片不相上下，故事非常吸引
人，情绪也很能感染人，喜剧效果更

是让人欢乐，达到了合家欢动画片应
该达到的艺术效果。此外，该片在音
乐上和主题贴合，配乐和主题曲均为
剧情加分，让影迷得到美的享受。业
内人士说，随着狗年来临，《狗狗的疯
狂假期》有望成为“狗年第一旺”。

海口影迷超前品鉴《狗狗的疯狂假期》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徐
晗溪）“拓展与创新——第二届全国
（宁波）综合材料绘画双年展海口巡展
暨2018全国（海口）综合材料绘画邀
请展”，1月28日分别在海南省博物
馆和海南省图书馆开幕。

据介绍，在海南省图书馆展出的
全国（宁波）综合材料绘画双年展海口
巡展，从宁波首展的180件精品中遴
选出60幅作品，题材广泛，技法各异，

反映了艺术家们关注当下、关注现实
生活的态度与热忱。

全国（海口）综合材料绘画邀请展
是海口市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系列文艺活动之一，共展出中
国美协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委员、全
国30余个省、区、市的画家精选作品
及海南特邀画家作品114幅。

据悉，两大展览均展至2月2日，
观众可前往省博和省图免费观展。

两大全国画展椰城开幕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梁
君穷 通讯员许筱靓）海口“扶贫开发
琼剧下乡演出活动”昨晚在龙华区新
坡镇冼夫人戏台举行首场表演，包括
70多名贫困户、五保户在内的近500
名群众现场观看了琼剧《扶真贫》。

据介绍，扶贫琼剧《扶真贫》是由
海口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

陈育明琼剧艺术团针对宣传精准扶贫
政策工作量身定做的现代琼剧剧目，
故事讲述某市干部和农村基层干部在
扶贫工作中把握好精准扶贫政策，深
入农户了解情况，核实真假，做到真扶
贫、扶真贫的故事。

据悉，此次演出共4站，将在海口
市四个区分别演出一场。

海口琼剧下乡助力扶贫开发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曾庆
明 许宇政）由临高县妇联、关工委和团
委主办的“手拉手·这个冬天我们在一
起”2018关爱贫困、留守、特殊儿童爱
心公益演出，日前在临高城市购物公园

举行。舞蹈、歌曲等节目的演出，让儿
童和家长代表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情。

活动当天，相关部门和单位还为贫
困、留守、特殊儿童捐赠书籍、益智玩
具、保温杯、羽毛球拍等物品450余件。

临高举办关爱儿童公益演出 动画片《狗狗的疯狂假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