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滑世锦赛

■ 阿成

国足在中国杯遭遇“0：6”惨案
让人心痛，这是国足在国际 A 级赛
中主场遭遇的最大惨败，也是里皮
执教生涯中最大比分失利。赛后舆
论的批评声主要集中在球员的比赛
态度不够端正，认为场上球员表现
松散并无斗志。其中也夹杂一些批
评里皮的声音。

这可稀奇了，要知道，里皮在12
强赛中途接手国足并差一点创造出
线奇迹后，已成了“神话”般的存在，
就算后来国足也多有表现不佳的时
候，舆论也归于种种“别的原因”，

“神一般”的里皮是“批不得”的。稀
奇的还有里皮赛后发泄对球员的不
满，他说看不到队员的斗志和对足
球的热爱，后悔自己看错了某些

人。世界名帅里皮当然知道主帅不
宜公开批评指责球员，但他还不是
忍不住发泄，多少乱了方寸。

这里并非追究“惨案”的责任，
纠结于“0：6”是不是真实差距也没
多大意义。踢不过威尔士是很正常
的结果，至于0：6，人家一认真，我们
缺点斗志，就发生了。也没什么大
不了。中国队的主要赛场还是在亚
洲，与亚洲球队的对垒才能真正检
验中国队的实力。不幸的是，在洲
际比赛中，里皮执教的中国队也是
高开低走的轨迹。自12强赛后，国
足不仅热身赛输球，在东亚杯也表
现平平。里皮督导、其助手挂帅的
U23 国足，在 U23 亚洲杯也是高开
低走小组出局。就算差一点神奇出
线的12强赛，国足的表现也是高开
低走的，因为在后半段的关键比赛
没打好，最终功亏一篑。

高开低走已是中国队的“顽
疾”，几乎每一任主帅，无论洋帅还

是土帅，都逃不出这个轨迹。如今，
世界名帅里皮也“陷”了进来。要想
破除这个“顽疾”，得先找到“病
因”。原因可能很复杂，以下两条看
起来比较明显。

所谓高开低走是相对来说的。
国足通常在陷入低潮后启动新一轮
换帅，此时球员们都有挽回声誉证
明自己的动力和血性，也都想在新
帅面前有好的表现，队伍团结一致

“高开”起步。但此后种种老毛病和
坏习惯慢慢又来了，导致战绩下
滑。比如动力不足，这次惨败后就
有不少人再度提及一个老问题：球
员怕受伤影响俱乐部赛事出工不出
力。

还有一个是技术层面更是心理
层面的问题。在一项持续多场的赛
事中，越到后面的场次越重要压力
越大，而关键时刻掉链子，一直是国
足经常犯的老毛病，于是经常呈现
出“低走”的轨迹。

何时破除高开低走的“顽疾”？
大侃台

新华社伦敦3月22日电 英超
豪门曼联俱乐部22日在其官网宣
布，同意与瑞典前锋伊布拉希莫维奇
解除合同，立即生效，并感谢他对曼
联的贡献，祝福他一切顺利。

伊布在上述这则消息公布后
不久，在社交网站上发表贴文说：

“美好的事情也总会有结束的时
候。在曼联度过两个美好的赛季
之后，我们是时候向前走了。感谢
俱乐部、球迷、球队、教练、工作人

员和每一个与我一起分享过这段
经历的人。”

36岁的伊布在2016年夏天从
巴黎圣日耳曼加盟曼联，上赛季为球
队各项赛事出战46场，打进28球。
随后他在2017年4月份的一场欧罗
巴联赛的比赛中膝盖遭受重伤，一直
到2017年11月才复出。本赛季他
出场6次打进1球。

据报道，他或转战美国大联盟加
盟洛杉矶银河队。

曼联官方宣布与伊布解约
伊布或转战美国大联盟加盟洛杉矶银河

⬅ 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曼联官宣与伊布拉希莫维奇解约，他短暂的
红魔生涯画上句号。图为伊布身穿曼联9号球衣征战的资料照片。 小新发

据新华社南京3月23日电（记者
王恒志）第12届春兰杯世界围棋锦
标赛23日在江苏泰州决出八强。10
人出战的中国队有5人晋级，但四场
中韩对决中国棋手1胜3负，韩国有
3人晋级。日本棋手则全军覆没。

首轮比赛中国队表现不错，4人
出战全部过关，共有10名棋手跻身
16强。当日的焦点战之一是柯洁对
阵韩国棋手姜东润。姜东润146手成
为转折点，柯洁147手挖不仅做活黑
棋，还吃掉一块白棋，一举奠定胜局。

不过这也是中韩对抗中国队唯一
拿下的一盘，今年状态神勇的金志锡击
败2月刚刚夺得LG杯冠军的小将谢尔
豪，同样状态出色的韩国第一人朴廷桓
战胜彭立尧，连笑和朴永训的比赛最后
结束，但连笑最终没能拿下比赛，“二朴
一金”的韩国队阵容依旧十分强大。

另外四场比赛有两场是中国“内
战”，结果卫冕冠军檀啸不敌上轮淘
汰了韩国新锐申真谞的党毅飞，唐韦
星则负于18岁小将谢科。首轮硕果
仅存的日本棋手本木克弥没能继续

神奇，面对去年三星杯冠军、年仅20
岁的辜梓豪落败出局，陈耀烨则仅用
两小时就速胜欧洲代表帕沃尔利兹。

这样，八强战将再现中韩对抗的
一幕，赛后抽签结果也颇具看点，柯
洁迎战今年农心杯擂台赛击败自己
为韩国队夺冠的金志锡；小将谢科将
再度挑战朴廷桓，去年的梦百合杯半
决赛他曾负于对手；年轻的辜梓豪将
对阵八强中年龄最大的朴永训，陈耀
烨和党毅飞则将同室操戈。八强战
的时间和地点目前尚未确定。

春兰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决出八强

中国五席韩国三席再演中韩对抗

据新华社柏林3月22日电 中
国国际象棋协会消息，国际象棋世
界冠军候选人赛22日在德国柏林
开始第十轮争夺，在对阵积分榜垫
底的美国棋手苏伟利的比赛中，中
国棋手丁立人再度战平对手，收获

“十连和”。
本轮丁立人执白，后兵开局，苏

伟利展开防守，双方在第14回合后
形成均势局面，周旋至第31回合握

手言和。
领跑的美国名将卡鲁阿纳本轮

对阵与自己仅差0.5分的阿塞拜疆选
手马梅季亚洛夫。实力相近的两人
在鏖战58回合后依然难分上下，各
自获得0.5分。

格里修克与卡尔亚金在一场俄
罗斯德比中贡献了该轮的另外一
个和局。之前遭遇连败的俄罗斯
棋手克拉姆尼克在一个休息日后

凭借积极进攻的态势与亚美尼亚
棋手阿罗尼扬的失误，成为本轮唯
一获胜棋手。

至此，八人双循环赛第二循环
第三轮结束。卡鲁阿纳以6.5分继续
领跑，马梅季亚洛夫6分紧随其后。
丁立人暂积5分，他将在第11轮比赛
中对阵积5.5分的格里修克。全部比
赛结束后，他们中的胜者将获得挑战
现任棋王卡尔森的资格。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候选人赛

中国棋手丁立人收获十连和

3月23日，在广西体育中心举行的2018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
中，乌拉圭队以2：0战胜捷克队。图为乌拉圭队球员卡瓦尼（左）在比
赛中倒勾射门得分。 新华社发

中国杯足球赛

乌拉圭2：0胜捷克

德国选手萨
维琴科（上）/马索
特在双人滑自由
滑比赛中。

新华社发

NBA昨日战报
火箭 100：96活塞
黄蜂 140：79灰熊
76人 118：98魔术
鹈鹕 128：125湖人
爵士 119：112独行侠
国王 105：90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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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组合
双人滑夺冠
中国两对选手分获
第七名和第九名

新赛季中乙联赛本月31日开战

海南队首轮主场战四川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8中国足球协会乙

级联赛赛程近日出炉。本赛季中乙联赛将于3月
31日开战，开幕式在北区球队淄博星期天的主场
淄博市体育场举行。海南队将参加南区的比赛，
首轮比赛将于3月31日在主场海南体育技术学
院足球场迎战四川安纳普尔那队。

由于本赛季中乙扩军至28支球队，常规赛的
轮次增加至26轮，将于9月29日结束。本赛季南
区14支球队分别是海南、云南飞虎、深圳人人雷
曼、四川安纳普尔那、南通支云、苏州东吴、江西联
盛、湖南湘涛、上海申梵、镇江文旅华萨、合肥桂
冠、福建天信、深圳鹏城、四川九牛。在前十一轮
比赛中，海南队的赛程保持一主一客的节奏。值
得注意的是，世界杯比赛期间中乙联赛照常进行。

四川安纳普尔那队是海南队在中乙赛场的老
对手了，该队在前两个赛季对阵海南队保持全
胜。不过，新赛季海南队引进了多名强援，实力得
到提升，首轮比赛将力争主场开门红。

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
三公里站开杆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记者王黎刚）2018海
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三公里站，今天在海
口三公里国际高尔夫球会开杆，国内外120名小
球手参加。

本次比赛分为个人比杆赛，分为A+组（18-
23岁年龄组）、A 组（15-17岁年龄组）、B 组
（13-14岁年龄组）、C 组（11-12岁年龄组）、D
组（9-10岁年龄组）、E 组（8岁以下年龄组）。参
赛选手分别为中国高尔夫球协会青少年积分排行
榜总排名前20名球员，2017-2018年海南省青
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各分站赛及总决赛获得各组
别的冠亚季军球员，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
赛积分排行榜总排名前30名球员。

A+、A、B、C组比赛采用三轮54洞。D组比赛
采用三轮36洞+6洞比杆赛的方式。各组别前三名
将优先获得2018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总
决赛暨澳大利亚希尔斯青少年巡回赛（中国站）参赛
资格。同时，A、B、C组冠军将优先获得2018中国
（海南）青少年高尔夫球精英赛参赛资格。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省教育厅和省高协主办。

法网总奖金额上涨近9%

单打冠军可获220万欧元
据新华社巴黎3月22日电 赛事总监福尔热

日前公布了2018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奖金分配
方案，今年总奖金额由2017年的3600万欧元（1
欧元约合7.8元人民币）上涨至3920万欧元，涨幅
接近9％。单打冠军所获奖金也达到了220万欧
元，较之上一年又增加10万欧元。

尽管总奖金额继续上涨，但以单打冠军奖金
为例，法网仍是四大满贯赛事里数额最少的。今
年澳网总奖金额上涨10%，冠军奖金约合250万
欧元。去年温网单打冠军费德勒以及穆古拉扎所
获奖金约合251万欧元，而美网纳达尔和斯蒂芬
斯的冠军奖金约合300万欧元。

2018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将于5月21日至6
月10日进行。

本报北京3月23日电（记者尤梦
瑜）悠悠鼻箫，婀娜黎舞，今天晚上，由省
委宣传部指导，省文体厅、省民宗委出
品，海口市人民政府、中共海口市委宣传
部支持，海口市演艺有限公司（原海口市
艺术团）创作排演、琼中民歌展演团参演
的舞蹈诗《黎族家园》在北京清华大学新
清华学堂上演，浓郁的海南风情与民族
特色给近两千名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场上响起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2017年5月，文化部评选出25部
“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
并从中选出10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
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黎族家

园》榜上有名。此次演出是该作品作
为重点扶持剧目参加由文化部主办的
2018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

“这次我们不仅代表海南，也代表
了文化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
工程，全团队非常重视。”海口市演艺
有限公司艺术总监蒙麓光说。

值得一提的是，该作品由海南本
土人员创作、本土演员演出，是一部

“海南制造”的文艺精品。
舞蹈诗《黎族家园》共分为“序幕：

啊！袍隆扣”“上篇：帕曼和拜扣”“中
篇：山兰与吉贝”“下篇：黎乡三月三”

“尾声：啊，小帕曼”。舞台上，巍巍山

峦间，威武有力的大力神袍隆扣劈开
混沌，开启了这一幅传承民族美好梦
想的音舞长卷。

上篇的《古陶吟》部分中，女主角
拜扣在空灵的黎族音乐下制作陶器，
利用舞台上设置的传输装置，演员与
黎族制陶阿婆缓慢移动，使舞台元素
更为丰富的同时，也为观众再次展现
这一古老技艺。

在下篇中，代表着海南特色的竹竿
舞欢快登场，不同于传统竹竿舞表演，
演员们以创新的形式加以演绎，还用竹
竿拼凑出了同心结等象征着吉祥寓意
的图案。在尾声中，大海背景映衬下，

演员们面向观众席昂首阔步，古老民族
的繁衍生息娓娓道来，也让观众们看到
了代代传承下，今日美丽的海南。

将真实的非遗技艺融入表演，是
《黎族家园》的一大特色，织锦、做银饰
以及黎族器乐的展示都让现场观众在
美妙歌舞中感受到了文化内涵。特别
是中场休息时，黎锦项目非遗传承人
与鼻箫演奏者为大家近距离展示，观
众们纷纷拿出相机合影留念。

“它的精彩之处在于不仅让我们
看到了海南黎族的传统歌舞，还融入
了民族文化，比如黎锦、乐器等，让人
进一步了解了这个民族。”清华大学退

休职工李女士说。
变幻多彩的黎锦图案、绿意盎然

的热带雨林，还有一个个酿酒、出嫁的
场景真实又富有艺术美感，2016年参
加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会演时，该作
品就以精致舞美设计收获“最佳舞台
美术奖”，当晚，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
再度成为观众们的议论热点。

“舞美设计引人入胜，带领着观众
进入到了黎族家园，从中我可以感受
到这里人们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
生活的纯粹，很想去海南体验一下黎
族村落里的生活。”在北大附中读书的
小李说。

《黎族家园》在京参加2018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

海南民族特色歌舞打动首都观众

据新华社米兰 3 月 22 日
电 正在意大利米兰进行的世
界花样滑冰锦标赛22日结束双
人滑决赛，并展开男子单人滑
赛程。刚刚在平昌赢得冬奥会
金牌的德国组合萨维琴科/马索
特以22个完美10分的表现刷
新自由滑得分世界纪录，并以
超过第二名20多分的总分强势
夺冠。

伴着法国纪录片《鸟瞰地
球》的原声音乐，这对2014年
10月开始合作的德国搭档滑出
了一套比冬奥会表现更完美的
自由滑节目，9名裁判给出22
个10分，多集中在艺术表现、音
乐诠释和动作组成上，最终自
由滑得分162.86刷新纪录，总
分245.84同样是新纪录。

自由滑结束后，萨维琴科
和马索特双双跪地亲吻冰面。
这是34岁老将萨维琴科的第六

个世界冠军头衔，她曾与现已
退役的前搭档索尔科维一起拿
过五次世锦赛冠军。她同时追
平了挪威传奇女选手索尼娅·
海涅的11块世锦赛奖牌纪录。

俄罗斯的两度欧锦赛冠军
塔拉索娃和莫洛佐夫以总分
225.53获得亚军，詹姆斯/西普
雷斯则在两对奥运会奖牌组合
缺席的情况下摘得铜牌。

由于平昌冬奥会亚军组合
隋文静/韩聪因女选手脚伤退
赛，原本拿满本届世锦赛三对
双人滑名额的中国队未及时更
换替补选手，仅于小雨/张昊、彭
程/金杨赴米兰参赛。后者短节
目创造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但
自由滑表现不尽理想。最终于
小雨/张昊名列第七，彭程/金杨
名列第九，这意味着明年世锦
赛中国队将仅有两个双人滑参
赛席位。

观澜湖华人国际剧院
俄芭蕾舞驻场演出启动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记者郭萃）由海南华
人国际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引进的俄罗斯经典
芭蕾舞片段驻场演出，今晚在观澜湖华人国际剧
院举办启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由俄罗斯圣彼得堡青年芭蕾
舞团为观众倾情演绎了《天鹅湖》《睡美人》《胡桃
夹子》等原汁原味的芭蕾舞经典作品，以及专为海
南观众量身定制的《红色娘子军》选段。演出现场
精彩纷呈，专业的芭蕾舞者引领观众走进俄罗斯

“国粹艺术”的世界。
据了解，此次由观澜湖华人国际剧院推出的

俄罗斯经典芭蕾舞片段驻场演出，是海口旅游市
场最新推出的旅游驻场演出项目，具有填补市场
空白的意义。

此外，记者获悉，观澜湖华人国际剧院将于本
月26日正式开业，该剧院位于海口观澜湖新城，
可用于演出歌舞、戏剧、曲艺、音乐会、文体赛事活
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