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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3月 26 日电 （记者
王黎刚）“碧桂园杯”2018 海帆赛

“全环赛”，今天在三亚半山半岛港
起航，参加“全环赛”的 23 支船队
沿着海南岛西部海域航行，预计
27 日晚至 28 日上午陆续抵达海
口。本段距离约 300 海里。截至
记者发稿时，“碧桂园凤凰通号”、

“汕头体校诺莱仕号”等 6 支船队
领航第一方阵。

“汕头体校诺莱仕号”实力雄

厚，是“全环赛”IRC1组冠军最有力
的竞争者，他们曾用时2天35分26
秒完成 2017悉尼至霍巴特帆船赛
的航行。“碧桂园凤凰通号”也不甘
示弱，尽管在昨天的三亚场地赛上
成绩一般，但在今天的“全环赛”上
表现出色。

今天下午，海南岛西部乐东阳
光明媚，“碧桂园凤凰通号”行得又
快又稳。船长Mattias 说，今天17
时，海上风向发生了变化，为了让船

更快地按照距离第一标记点最短的
直线航行，他决定降下球帆，升起前
帆。比起昨天场地赛，“碧桂园凤凰
通号”的球帆升降时团队配合明显
熟练了很多。

组委会负责人表示，三亚至海
口的西线航行障碍不少，主要的难点
在第二个坐标点，靠近东方市。由于
受到五指山的影响，这里会形成一个
持续的无风区，加上水流的影响，会
给航行带来很大难度。

“碧桂园杯”2018海帆赛26日
开始绕海南岛西部海域航行，“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号”目前排名中游。该
船船长邢增乐说：“船队前几届成绩
不错，今年比赛也不能掉队。我们力
争进入IRC1组前三名。”

参加了4届比赛的“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号”是海帆赛的常客。该

船的12名船员全部是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休闲体育专业的学生，大多
数人接触大帆船的时间都不长，只
有一人是海帆赛的“四朝元老”。可
别小看这支“学生军”，他们参加的4
次海帆赛全都是“全环赛”，成绩一
次比一次好，最好成绩获得上届比
赛IRC2组第三名。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号”在国内
大学生大帆船界是一支劲旅，该队参
加了3次全国大学生大帆船锦标赛，
前年夺得过一次冠军。邢增乐说，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号”的优势是不
少船队无法比拟的，“我们的船员配
合默契，几乎天天都在三亚海域训
练。特别是去年，校方购买了一艘

31英尺的大帆船，训练更方便了。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是国内唯一

一所开设大帆船专业的本科院校，
该学院休闲体育专业的学生大学
二年级开始学习大帆船。邢增乐
说：“国内大帆船行业缺专业人才，
我们大帆船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
很高。”

前4次参加“全环赛”，“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号”参加的是IRC2组的
较量，今年他们升级角逐 IRC1组。
邢增乐说，IRC1组水平高，竞争更激
烈。“我们的参赛目标首先是安全抵
达，有机会就向前三名发起冲击。”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三亚3月26日电）

“碧桂园杯”2018海帆赛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号”挑战“全环赛”IRC1组

大学生水手力争前三名 海帆赛参赛帆船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全环赛”起航

23支船队从三亚驶向海口口

据新华社南宁3月26日电（记者
韦骅 卢羡婷）中国队在26日的中国
杯三、四名比赛中1∶4负于捷克，以两
战全负进1球丢10球的战绩结束了
本次杯赛。中国队主教练里皮为球队
的糟糕表现道歉，并直言中国足球全
方位落后。

发布会一开始里皮就向球迷表
达了歉意，“对不起中国球迷，我们
丢了10球，这就是事实。两场比赛
真实反映了中国足球和欧洲足球的
差距”。

里皮补充道：“我所说的欧洲足
球不仅仅是像西班牙、德国、法国这

样的一流强队，也包括威尔士和捷
克，我们在身体、技战术、比赛节奏、
强度各个方面差距明显。这场与捷
克的比赛我们不应该懊恼，这就是
实力差距。与威尔士的比赛结束后
我的确很生气，因为比赛中一些球
员没有展现出严肃的态度和对胜利
的渴望。本场比赛队员全力以赴不

遗余力，前60分钟表现不错，下半场
对方派上主力，我们体力下降后实力
就此消彼长。最后的结果也是实力
差距。”

虽然中国杯的成绩不尽如人意，
但里皮还是对自己接手中国队以来球
队发生的变化表达了肯定。“大家不能
认为中国足球请到了世界冠军教练就

能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与世界足球的差
距弥补上，这是庞大的工程。我带队
踢了6场世预赛，差1分错过了晋级
世界杯的机会，球队在各方面都有提
高和进步。球迷还是要给予国家队耐
心和信心，中国足球运动提高不是一
蹴而就，需要耐心和时间。”

里皮再一次提到了球员的态度问

题，他希望得到国家队征召的球员能
够满怀荣誉感。他说：“我希望所有的
球员来到国家队之后都抱着极大的自
豪感和荣誉感，如果做不到就不招他
们进入国家队，所有球员进入国家队
都要全力以赴。”

国足1∶4不敌捷克 两战全负丢10球结束中国杯之旅

里皮：中国足球全方位落后
中国杯战报

三四名决赛
中国队1∶4 捷克队

冠亚军决赛
乌拉圭队1∶0 威尔士队

天津女排需改变“一点攻”
■ 阿成

3月27日晚，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总决赛第五
战打响，天津队将在主场迎战上海队。前两战双
方战成2∶2，第五战获胜者将抢得赛点。

此战对于天津队来说更为关键，因为这将是
该队最后一个主场，最后两场比赛在上海进行。如
果天津队守不住最后一个主场，带着2∶3落后面临
两个赛点的凶险局面赴客场作战，恐怕回天无力。

纵观前四场比赛，给人的观感是：天津队以超
级新星李盈莹的“一点攻”对抗上海队的“多点
攻”。李盈莹的能力毋容置疑，打破女排超级联赛
的单场得分纪录和总得分纪录足以证明。但在对
手的重点盯防下，在许多勉强的进攻中，李盈莹的
命中率也会下降。

天津队也深知靠李盈莹“一点攻”夺不了冠
军，他们也试图加强其他点的进攻，无奈其他攻手
不太给力，下球率很低。没办法，二传只好又传给
李盈莹。李盈莹从前排轰到后排，又从后排打到
前排，累坏了小姑娘。

此外，在心态和应变能力上，老队员居多的上
海队比年轻的天津队要好不少。看起来上海队在
冠军争夺中已占据了上风，但天津队未必没有机
会，关键在于李盈莹之外的进攻点能否打开。可
以说，如果有一两个球员能减轻李盈莹的进攻负
担，天津队便有很大的赢面。因此，天津队的二传
要尽量调动全队的进攻，即便其他点不太给力，也
要避免陷入李盈莹“一点攻”的局面。

大侃台

国际A级赛德国明晨战巴西

“7：1”已是过去时
北京时间3月28日凌晨，世界排名第一的德

国队将在主场与排名第二的巴西队踢热身赛。两
支俄罗斯世界杯夺冠大热门的碰撞，吊足了球迷
的胃口。

此战令人关注，还因为巴西世界杯半决赛中
德国7∶1狂胜东道主的“惨案”。不过，那场比赛
已过去三年多了，“7∶1”已是过去时。在新的世
界杯周期，巴西队新一代球员已成长起来，桑巴军
团又成为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特别是蒂特上任
后，巴西队给人以脱胎换骨之感，球队捏合成型，
整体更为强大。虽然内马尔此战因伤缺阵，但目
前这支巴西队并没有太明显的“内马尔依赖症”。

德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10战全胜出线，但
小组对手实力较弱，10战全胜并不能说明其实力
有多恐怖。德国队虽然高居世界第一，但队伍目前
也有不少问题，此战面对状态上佳动力十足的巴西
队，在主场也未必能占得太大便宜。 ■ 林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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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卫
小林）海南首届小小少年国学朗读大
赛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记者今天
从赛事主办方获悉，该比赛将于4月
至5月举行，届时将分4岁至6岁幼
儿组和7岁至12岁少儿组两个组别
进行。

据介绍，为了顺应高考改革发
展趋势，提前为“得语文者得天下”
的人生未来铺路，大赛主办方特别
策划了这一比赛，同时以此助力海
南全民阅读深入开展，使我省少年
儿童及早接触到更多国学知识。为
此，主办方之一的南海出版社还拟

出版发行插画版国学系列图书，旨
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我
省少年儿童主动朗读经典的良好学
习习惯。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将4岁至
6岁的孩子分为幼儿组，把7岁至12
岁的孩子分为少儿组，共设这两个

组别进行比赛。整个赛事分初赛、
复赛和决赛三场举行。初赛内容为
唐诗朗读、古诗文知识问答，复赛内
容为唐诗朗读、古诗文知识问答及
个人才艺展示，决赛内容为唐诗朗
读、绘本阅读、语文知识问答（古诗
及绘本知识）。

据悉，本次大赛设一等奖2名，
二等奖 5名，三等奖 10名，2018 年
度“小小朗读者”网络人气奖 10
名。所有奖项均有奖杯和证书，其
中，一等奖获奖者除了授予奖杯和
证书外，还将成为“我爱阅读”活动
小小代言人。

我省将办小小少年国学朗读大赛
分4岁至6岁幼儿组和7岁至12岁少儿组进行

《经典咏流传》成功的奥秘
■ 冯巍

今年大年初一开播的央视综艺节目《经典咏
流传》，很快深深吸引观众，豆瓣网友为其打出8.9
分的高分，其中又有61.5%的网友给出最高级别的
5星，说明该节目的确受到多数观众肯定。一档
电视综艺节目如此成功，奥秘何在？

笔者认为，《经典咏流传》最大的成功，首先在
于其弱化了竞技、凸显了文化韵味，才为它赢得制
胜先机。纵观近年来的电视综艺节目，虽然形式
多种多样，但观众早已见惯不惊。即使是《我是歌
手》等节目，观众也开始有“审美疲劳”。有鉴于
此，央视紧紧抓住《国家宝藏》《朗读者》等非竞技
类文化综艺节目带来的人文气候，把《经典咏流
传》制作成了文化韵味突出的综艺节目，不在竞争
性上下功夫，而在文化韵味上做文章，因而吸引了
众多喜爱文化节目的观众。

其次，《经典咏流传》将中国传统诗词与现代
音乐相结合，将歌星和普通人相结合，将专业化和
通俗化相结合，让观众轻轻松松就感受到了制作
者“推送”的文化韵味。比如支教老师梁俊带领山
区孩子演唱的《苔》，歌声质朴，却如天籁，居然唱
哭了庾澄庆和曾宝仪，观众难道不会动容？这就
是处理好了专业化与通俗化的结果。

再次，与《中国诗词大会》以竞技方式“推送”
古诗词不同，《经典咏流传》以音乐形式“传唱”古
诗词，这一形式创新，也是其吸引观众的良方。毕
竟中国古诗词代代相传，但如何传却是一个问题，

《经典咏流传》算是号准了当代观众的脉搏。

据新华社洛杉矶 3 月 25 日电
（记者高山）环球影业发行的科幻电
影《环太平洋：雷霆再起》本周在北美
上映，周末三天入账2800万美元，登
上北美周末票房榜榜首。

制作成本高达1.5亿美元的《环
太平洋：雷霆再起》是2013年的影片
《环太平洋》的续集，由斯蒂文·S·迪
奈特执导，《环太平洋》导演、今年奥
斯卡奖最佳导演得主吉列尔莫·德尔
托罗担任共同制片人之一。影片由
英国演员约翰·波耶加、好莱坞男星
斯科特·伊斯特伍德等主演，中国女
演员景甜也参加了演出。影片讲述
了面对再次从海底冒出的更加凶猛
的怪兽，人类研发出更先进的机甲战
士奋起抵抗的故事。

据统计，《环太平洋：雷霆再起》
在北美以外的电影市场表现更为强
劲，票房已经突破1.22亿美元，全球
票房总收入超过1.5亿美元。

已实现北美周末票房“五连冠”
的超级英雄片《黑豹》在上映第六周
失去榜首位置，以三天入账1665万
美元在北美周末票房榜排名第二。

迄今，这部由迪士尼公司发行、漫
威影业出品的电影在北美票房总收入
已突破6.3亿美元，从而超越《复仇者
联盟》成为北美票房史上收入最高的
超级英雄电影。目前，《黑豹》的全球
票房总收入已超过12.3亿美元。

狮门影业和罗德赛德电影公司
发行的《超乎想象》排名第三，周末三
天入账1383万美元。

新华社喀布尔3月26日电（记
者蒋超 代贺）“丝绸之路文化之夜”
艺术展25日晚在喀布尔举行。展览
由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与阿文化部、
外交部、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阿富
汗政界、学界代表以及中国敦煌研究
院访阿团成员等出席活动。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刘劲松在致
辞时介绍了敦煌文化在中阿两国历

史交流中的纽带作用。他表示，中阿
都是文明古国，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
连接在一起。敦煌是中国西部历史
文化名城，是与阿富汗最有渊源的中
国城市之一。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
和中国的敦煌莫高窟都是世界级的
文化遗产，彰显着两国人民的民族自
豪与文化自信。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在致

辞时表示，今天，敦煌人循先辈足迹
访阿，希望亲身感受阿富汗文物和文
化的魅力，加深对阿历史文化的了
解，加强两国学术机构的交流。

此展的展品包括数十幅由敦煌
研究院提供的敦煌壁画仿品、特色工
艺品和画册，以及中国驻阿使馆提供
的仿古家具、邮票和唐卡等艺术品。
参观者还观看了敦煌文化题材纪录

片，欣赏了敦煌研究院书画家马强现
场创作的书法及绘画作品。

阿信息文化部长巴瓦瑞、难民和
遣返事务部长巴尔希、国家博物馆馆
长拉希米在致辞时一致认为，文化交
流是国与国交往最好的沟通方式之
一，阿中有着悠久的文化交往史，阿
方真诚希望加强对华文化合作，将各
自优秀文化发扬光大。

“丝绸之路文化之夜”艺术展在阿富汗举行
灯笼椒

《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北美票房登顶

《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剧照

2018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日前开幕，
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家将在一个多月
时间里带来18场演出。图为美籍华裔小提琴演
奏家林昭亮在开幕音乐会上演奏电影《辛德勒的
名单》主题曲。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开幕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王
琦）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5届
电视文艺“星光奖”提名名单26日出
炉。《人民的名义》《欢乐颂》《白鹿原》等
48部作品将角逐“飞天奖”，《中国诗词
大会（第二季）》《朗读者（第一季）》《辉
煌中国》等70部作品将角逐“星光奖”。

“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政府奖，
始评于1981年；“星光奖”是中国电视
文艺政府奖，创办于 1987 年。从
2005年起，两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主办方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
书长易凯介绍，本届“飞天奖”获提名
作品，均达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标准，代表了近两年电视剧
发展的最高水平。为体现政府奖在精
准引领电视文艺发展方面的突出作
用，本届“星光奖”设了5个特别奖，获
奖名单将于颁奖典礼现场公布。

据介绍，两奖的颁奖典礼将于4
月3日在宁波市北仑区举行。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将角逐“飞天奖”

“飞天奖”“星光奖”
提名名单揭晓
颁奖典礼4月3日宁波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