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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王黎
刚）“王者之志”全国业余羽毛球巡回
赛2018海口“云氏体育杯”今天在海
南大学体育馆开拍。省内600多名
羽球爱好者参加。

海口站比赛设男子单打、男子双
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分为成年组、
青少年组、亲子组和特邀组。成年组
根据年龄分三个组别，成年A组18岁
—35岁、成年B组36岁-45岁、成年
C组46岁以上。男双设70岁以上和
70岁以下两个组。青少年组根据年
龄分三个组别（只设立男女子单打）青
少年A组12岁以下、青少年B组12
岁-14岁、青少年C组15岁-17岁。

比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采用分组循环，第二阶段采用淘汰
赛。第一阶段采用21分每球得分
制，一局决胜负。第二阶段淘汰赛仍
采用 21 分每球得分制，一局决胜
负。冠亚军决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前
两局采用21分每球得分制，决胜局

采用11分每球得分制。
本次全国业余羽毛球巡回赛设

海口、天津、哈尔滨、成都、北京、西
安、武汉、广州及杭州站。今年的赛
制除了延续各年龄组别及青少年组

之外，还添加了亲子组的比赛，此举
是让羽毛球走入家庭，让更多家庭享
受羽毛球的乐趣。

海口站比赛由海口云氏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承办。

全国业余羽毛球巡回赛海口站开拍

省内600多名羽毛球选手参赛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近日，海南
掀起了青少年足球热。海南3支青少
年队参加了两项国内高水平青少年比
赛。本省10岁组的8支球队也在海
口进行了激烈的比赛。

2018年全国青少年足协杯赛是
继全国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和全国青少
年足球超级联赛之后，今年中国青少
年足球第三项正式赛事。本次男子
U14组比赛分五个赛区进行，分别是张
家口赛区、海口赛区、荆门赛区、内蒙古
赛区、梧州赛区。参加海口赛区比赛
的球队是广州足协五中队、海南足协
队、昆明北附队、四川足协队和上海康
城实验学校队，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

海南足协U14队在家门口比赛，
而海南足协U13队则远赴泸西赛区
参赛。海南队和富力足校队、长春亚
泰队、武汉足协队和北京八喜队同
组。在比赛中，海南足协U13队尽管
没能获得小组出线权，但球队在比赛
中踢得很顽强，发挥一场比一场好。
和国内同龄强队交手，海南队的球员

得到了锻炼，增长了见识。
2018年全国青少年足协杯小组

赛战罢后，紧接着全国青少年足球超
级联赛开踢。海南3支球队参加这项
比赛。

海南U13队今天已经抵达广州，
备战5日和广州恒大足校B队的比
赛。目前，海南U13队小组赛战罢3
场，取得了1胜1平1负的战绩。海南
U14队12日将在省足协青训基地迎
接恒大足校队的挑战。目前，海南
U14队小组赛4战全负。6日上午，海
南U15队将在省足协青训基地迎战
恒大足校B队。目前，海南U15队小
组赛1胜1负。

2018海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U10组比赛近日结束，经过5轮单循
环赛，最终景山学校1队获得冠军，名
列第2名至第4名的分别是儋州那大
第一小学队、虎跃俱乐部队和澄迈实
验学校队。英才小学队、谭昌实验学
校队、白沙门小学队和海之星队名列
第5名至第8名。

海南3支青少年球队
参加国内高水平比赛

2019年亚洲杯分组抽签结果揭晓

中国队小组赛遭遇韩国队
据新华社迪拜 5月 4日电 （记者苏小坡）

2019年亚洲杯足球赛分组抽签仪式4日在阿联
酋迪拜举行，中国国家足球队被分在C组，同组的
有老对手韩国队，以及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队两
支亚洲杯“新军”。

根据抽签结果，参赛的24支球队被分在6
个小组：A组阿联酋、泰国、印度和巴林队；B组
澳大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约旦队；C组韩
国、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菲律宾队；D组伊朗、
伊拉克、越南和也门队；E组沙特、卡塔尔、黎巴
嫩和朝鲜队；F组日本、乌兹别克斯坦、阿曼和土
库曼斯坦队。

NBA西部半决赛战报

火箭113：92爵士
（总分：火箭2：1领先）

勇士100：119鹈鹕
（总分：勇士2：1领先）

新华社瑞典哈尔姆斯塔德5月5
日电（记者张章）2018年瑞典哈尔姆
斯塔德团体世乒赛5日结束女子团体
决赛，中国队3：1逆转日本队夺冠。
中国队实现了4连冠，第21次拿到女
团冠军。

刘诗雯在首场浪费了2个赛点惨
遭伊藤美诚逆转。随后，丁宁和朱雨
玲均以3：0获胜，刘诗雯再度登场以
3：0获胜。

中国男队在5日进行的2018年
团体世乒赛半决赛中3：0战胜东道主
瑞典队，杀进决赛。

中国队当天派出马龙、许昕和樊振
东的组合。第一场比赛由马龙对阵马
蒂亚斯·卡尔松。大满贯得主马龙一改

此前四分之一决赛中进入状态较慢的
情况，很快就以11：6、11：5赢下两局。
第三局，马·卡尔松顽强抵抗，但马龙还
是以13：11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

第二场，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
对阵克里斯蒂安·卡尔松。在双方各
赢一局后，樊振东振作精神，以11：3、
11：2连下两局取胜。

代表中国队第三个出场的许昕依
旧稳健，11：6、13：11、11：5，直落三局
为中国队锁定胜利。

中国队教练刘国正说：“依靠整体
和主场优势的瑞典队此前一直发挥不
错，因此我们做了充分的困难准备。
队长马龙赢下第一场非常关键，很好
地压制了对方的气势，给后面两名队

友缓解了压力。”
四分之一决赛战胜皮奇福德、帮

助瑞典队淘汰英格兰队的马·卡尔松
说：“马龙非常强，我必须全力以赴打
好每一个球。虽然输了比赛，但是能
从顶尖球员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也是一
件好事。”

另一场半决赛将于当晚在德国队
和韩国队之间进行。

中国女乒实现世乒赛4连冠
中国男队战胜东道主瑞典队杀进决赛

➡ 5月5日，在女团决赛中，中
国队以3:1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

图为丁宁在比赛中回球。她以
3:0战胜日本队选手平野美宇。

新华社发

世界竞走团体锦标赛中国队首日夺五冠

梁瑞打破女子50公里
竞走世界纪录

新华社南京5月5日电（记者王恒志 吴俊
宽）2018年国际田联世界竞走团体锦标赛5日在
江苏太仓开赛。中国队首日表现出色，包揽女子
50公里竞走和男子青年组10公里竞走的个人和
团体冠军，并夺得女子20公里竞走团体冠军；梁
瑞还打破了女子50公里竞走世界纪录。

在女子 50公里竞走比赛中。梁瑞以 4小
时 4 分 36 秒的成绩完赛，足足将伦敦世锦赛
冠军、葡萄牙老将亨里克斯的原纪录提高了1
分20秒。

中超战报
（第九轮）

大连一方 3：0 广州恒大
重庆斯威 0：1 天津权健
广州富力 4：2 上海申花
河北华夏 0：1 河南建业
上海上港 1：2 北京国安

《复联3》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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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话剧院新剧
《行者无疆》17日在京首演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白瀛）国家
话剧院新剧《行者无疆》将于17日在京首演。该
剧通过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十三年的心路历程，
展现他的家国情怀、坚强信念和开拓精神，旨在穿
越千年古道，带领观众聆听丝路文明的回响。

编剧王婧4日在京介绍，《行者无疆》以张骞
出使西域为蓝本，以敦煌文化为精神内涵，汲取
《山海经》的奇思妙想，通过梦境与想象两个时空
进入张骞丰富而神秘的精神世界，着力挖掘人类
社会探索开拓、锤炼自我、文明进步的艰难旅程。

民族舞剧《丝路花雨》
亮相“相约北京”艺术节舞台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者周玮）经典
民族舞剧《丝路花雨》4日晚亮相第十八届“相约
北京”艺术节舞台，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为观众展
开丝绸之路上一幅瑰丽多彩的艺术画卷。

经典民族舞剧《丝路花雨》以敦煌壁画为素材，
讲述古丝绸之路上敦煌画工和女儿与波斯商人之间
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动人故事。作品不仅生动再
现了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古丝绸之路的繁荣昌
盛，更通过对创造辉煌灿烂敦煌文化的劳动人民形
象的深度刻画，弘扬丝绸之路友好通商、互惠共融的
优良传统，歌颂中外人民源远流长的伟大友谊。

据了解，民族舞剧《丝路花雨》自1979年首演
至今，演出达2800余场。在亮相本届“相约北京”
艺术节后，2018年9月至10月，在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舞动中国”品牌推动下，《丝路花雨》还将赴
澳大利亚演出。

法语原版音乐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天津上演

据新华社天津5月5日电（记者周润健）由天
津北方演艺集团引进的法语原版音乐剧《罗密欧与
朱丽叶》4日晚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完美上演。

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自莎士比亚同
名经典。剧中电音和管弦乐相碰撞，舞蹈动作及
特技表演配合，古典与现代感结合，都给观众带来
强烈震撼。该剧自2001年在巴黎首演以来，受到
世界各地观众的欢迎和赞誉。

罗密欧与朱丽叶》此次登陆中国，与法国版相
比没有做任何改动，力求为中国观众带来最原汁
原味的表演。

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将于5
月8日在法国南部海滨小城戛纳开
幕。资深影人云集、后辈新人迭出、
亚洲电影崛起是本届电影节值得期
待的亮点，相信将为这场电影盛宴带
来惊喜和精彩。

戛纳电影节素来偏爱“老朋友”，
但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代际更新
的意味明显，虽有不少故人来相会，
但也向众多新人敞开了大门。

在 21 部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
中，有10位导演是首次参与金棕榈
奖角逐，其中，埃及导演舒基的《审判
日》是其处女作。入围的日本导演滨

口龙介和波兰著名导演帕维尔·帕夫
利科夫斯基将分别携作品《夜以继
日》和《冷战》完成戛纳首秀。此外，
本届入围的戛纳新人中不乏资深名
导，如伊朗导演贾法尔·帕纳希，他此
前已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柏林
电影节金熊奖收入囊中，此次将凭借
《三张面孔》冲击欧洲三大电影节“大
满贯”。

在余下11位戛纳赛场老手中，
最资深的是法国新浪潮运动的旗手
之一让－吕克·戈达尔，这位 87岁
的老将将携新作《影像之书》八度征
战金棕榈奖。中国导演贾樟柯和日

本导演是枝裕和也都是名副其实的
戛纳常客，均是第五次征战。此
前，战绩最佳的为土耳其名导努
里·比尔盖·杰伊兰，2014年他曾凭
借《冬眠》问鼎金棕榈奖，是此次主
竞赛单元中唯一一位金棕榈奖获得
者。今年，他将凭借《野梨树》期待
梅开二度。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延续一贯
传统，欧美电影继续在主竞赛单元
入围影片数量上领跑，共有 10部，
但本届电影节上亚洲电影实力强
劲，共有6部入围，为近年之最。除
中国导演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外，

伊朗和日本有两部影片入围，韩国
有一部影片入围，为导演李沧东的
《燃烧》。伊朗著名导演阿斯加尔·
法尔哈迪的新作《人尽皆知》不仅入
围了主竞赛单元，还将作为本届电
影节的开幕影片。

本届电影节上华语电影和电影
人的存在感十足。在华语片连续两
年缺席戛纳主竞赛单元后，贾樟柯新
作《江湖儿女》此次将作为华语片唯
一代表角逐金棕榈奖。《江湖儿女》由
赵涛、廖凡主演，讲述了在2001年的
山西塞外，一对恋人之间错综复杂、
横跨15年的犯罪爱情故事。在关注

国际新锐导演作品的“一种关注”单
元，执导过《路边野餐》的中国导演毕
赣将携其第二部长片作品亮相。此
外，中国台湾知名演员张震将出任主
竞赛单元评委。

本届电影节的红毯流程也将比
往届更为严格，弗雷莫此前数度强调
本届电影节将明确禁止红毯自拍，以
免造成“不合时宜的混乱”，影响走红
毯及整个电影节流程。

本届电影节将于 5 月 19 日闭
幕。澳大利亚女星、奥斯卡奖得主凯
特·布兰切特将出任评委会主席。

（据新华社巴黎5月4日电）

后辈新人迭出 亚洲电影崛起
——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前瞻

本报讯 夏天就要来了，五月的
院线热度也随着温度蹭蹭上升！刚
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短短三天时
间已进账10亿票房，堪称史上最强

“五一”档。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印
度神话巨制《巴霍巴利王2：终结》本
周五登场，漫威十年磨一剑的《复仇
者联盟3》也即将携一大票超级英雄
来袭。除了“热度”最高的《复联3》，
这个5月，还有不少影片上映，国产精
品与引进大片交相辉映。

《巴霍巴利王：终结》
5月4日上映

这部改编自印度神话传说的电
影，是印度史诗大片。不过，这部电
影去年就在印度上映过了，已经算是
旧片了。可以参照的是这部电影的
前作《巴霍巴利王：开端》，也是在印
度上映一年后，才于2016年登陆内地
的，当时的票房还不到1000万元，这

次的续集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复仇者联盟3》
5月11日上映

这部漫威电影宇宙10周年的重点
作品，将上演“超级英雄大集结，对抗史
上最强大反派灭霸”大戏，对粉丝来说，
《复仇者联盟3》的上映无疑是一场狂欢。

这部电影已经在多个国家和地
区上映，“剧透”也成为网络话题——
漫威官方早已宣布，本片中会有超级
英雄死去。究竟哪个超级英雄死了，
还是等到上映后再讨论吧。从目前
的评价来看，《复联3》虽然人物众多，
但角色戏分的安排还是合理的，故事
也不错，场面自然也够劲。

《路过未来》
5月17日上映

敢和《复联3》同一个月上映的电

影，都是勇士。不过，《路过未来》和
《复联3》应该没什么冲突，因为这部电
影是在全国艺术院线专线上映的，也
就是说，这部电影有它独特的受众群。

导演+编剧李睿珺，是一个文艺
片导演，他导演的《告诉他们，我乘白
鹤去了》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
电影，都曾在一些影展上上映过，口
碑不错。喜欢文艺片的观众，相信这
部《路过未来》同样期待。

《超时空同居》
5月18日上映

这种“玩转时空”的电影太多了，有
经典的，也有很一般的。国产电影类似
的题材，去年就有杨幂主演的《逆时营
救》，本来有点期待，结果看了还是失望。
不过，2015年的《重返20岁》拍得不错。

这部《超时空同居》，导演苏伦是
个新人，不过找到徐峥来监制，关键
是两个主演，雷佳音和佟丽娅组合还

是很新鲜的。难免又有了点小期待，
希望会有惊喜。

《完美陌生人》
5月25日上映

这些年，经常会有一些欧洲国家的

影片在国内上映，而且基本上都是好
片。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这些电影口
碑好，才有发行方把它们引进过来。

《完美陌生人》在豆瓣的评分高达
8.6，讲的是三对伴侣和一个单男，在一
次聚餐中分享电话、短信的故事，也由此
揭开了爱情、婚姻的各种现实。（小正）

这个5月，国产精品与引进大片交相辉映

除了《复联3》还有好片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