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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5日晚，2018年世
界女排联赛宁波北仑站结束了首日较
量。启用李盈莹和刘晓彤搭档主攻的
中国女排3：0轻取多米尼加，赢得世
界联赛的开门红。3局比分为25：17、
25：15和25：11。

中国的主攻李盈莹力夺17分荣
膺得分王，副攻袁心玥贡献13分，队
长刘晓彤斩获10分，前两局首发的
接应杨方旭赢得7分，副攻王媛媛和
第三局主打的接应龚翔宇均进账5
分。多米尼加唯一得分上双的主攻
B-马丁内斯拿下12分，接应冈萨雷
斯得到6分。

在15日下午进行的北仑站揭幕
战中，金软景领衔的韩国女排发挥
欠佳遭爆冷，0：3完败年轻选手主打
的比利时队，三局比分为 18：25、
22：25 和 21：25。韩国的两名主攻
金软景和李在英分别得到 15 分和
10分。获胜的比利时3名攻手得分
上双，主攻赫尔博茨斩获 16分，接
应格罗贝尔纳贡献14分，主攻范杰
斯特拿到11分。

16日，北仑站比赛将进入第二
天，中国女排的对手是雪藏多名主
将的比利时队，韩国队对阵多米尼
加队。 （小新）

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宁波北仑站

中国女排3：0轻取多米尼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8年
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也
是体育彩票在海南上市22周年。22
年来，海南体彩传播大爱践行公益责
任。”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
温华川说。

温华川说，到2017年底，中国体
育彩票在我省发行销售以来共筹集
公益金18亿多元，累计为国家上缴
税收1.4亿元。海南体育彩票的产品
体系和玩法结构在这22年中形成了
乐透数字型、竞猜型、即开型、视频型
四大类。海南体育彩票销售网点有
1700多家，遍布全省各个市县乡镇。

2010年1月，《国务院关于推进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
见》发布，明确指出“在海南试办一
些国际通行的旅游体育娱乐项目，
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

际赛事即开彩票”。此后，海南省体
彩中心先后研发并获批三款国际旅
游岛特色即开型体育彩票、两款高
频虚拟竞猜游戏彩票、四款国际通
行的体育娱乐视频电子即开游戏上
市销售。

温华川说，体育彩票被称为体育
事业的生命线，体彩公益金为体育事
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体育彩票
公益金不断的投入下，我省公共体育
设施日渐完善，建成了8个全民健身
中心、204个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2130个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投放全民健身路径约700条，全
省年平均举办300场群众体育赛事
活动。体彩公益金还支持我省运动
员备战和参加奥运会、亚运会、全运
会等国际和国内重大体育赛事，连续
多年赞助我省举办环岛自行车赛、环

岛大帆船赛、高尔夫球公开赛、省运
动会、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等大型体
育赛事。

我省体育彩票发行规模的逐年
扩大，所筹集的公益金持续增多，体
彩公益金也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公
益事业，成为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

“助推器”。
温华川说，2002年 11月，我省

在全国率先设立“希望工程海南体彩
助学基金”，积极倡导和参与爱心捐
款，已累计筹集资金200多万元用于
资助我省400多名贫困大学生解决
上学难问题。海南省体彩中心还积
极开展扶贫助学、关爱困难群体等公
益活动，向海口市福利院、台风地震
受灾地区、省残疾人大学生创业团
队、城市环卫工人捐款捐物，送健身
器材、送赛事经费和琼剧演出。

体育彩票在海南上市22年

助推体育发展 践行公益责任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4日电 14
日，16岁的中国选手叶雷在佛罗里达
举行的高尔夫美国女子公开赛资格赛
中实现突破。她不仅交出单轮最好成
绩64杆（-8），还以36洞总成绩低于
标准杆9杆、第二名的成绩闯入世界
女子顶级大满贯赛事——美国女子公

开赛正赛。
叶雷在赛后表示：“第一轮打完我

觉得球场有点难度，当时是想下午至
少打个-5。早上的时候其实铁杆都
非常准但一直涮洞，所以下午还是挺
有信心的，觉得多推进一些鸟就会有
好的成绩。”

高尔夫美国女子公开赛资格赛

中国16岁球手晋级大满贯正赛
省中学生校园女足赛开赛

儋州队两连胜
本报嘉积5月15日电（记者王黎刚）2018年

海南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赛暨中学女子校园足球
联赛昨天在琼海嘉积第二中学足球场开踢。儋州
队分别以9：0和2：0的比分战胜了陵水队和海口
队，取得了两连胜。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省内9支中学生女子足球
队参加，比赛分为两个组。其中，A组5支球队是
琼中队、儋州队、海口2队、海南中学队和陵水
队。B组的4支球队是海口1队、海口3队、琼海
队和洋浦竞技开发区社会发展局队。比赛分为小
组循环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在其他场次比赛
中，实力明显占优的琼中队以9：0大胜海南中学
队，海南中学队1：0小胜海口2队，海口1队6：0
大胜洋浦队，海口3队3：0胜琼海队。

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和省文体厅共同主办，
省校园足球基金会和琼海市教育局等单位承办。

据新华社广州5月15日电 为备
战参加2019年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
赛，中国足协15日在官网公布了24
人集训名单，老将郑智回归，上海上港
共有6人入选。

在这份大名单中，因伤告别国家
队已久的广州恒大老将郑智榜上有

名，随他一同入选的恒大球员还有曾
诚、张琳芃和邓涵文。在江苏苏宁表
现出色的U23小将黄紫昌同样得到
了里皮的征召。

根据安排，中国男足定于2018年
5月22日至6月2日在江苏南京、泰
国曼谷组织集训并参加热身赛事。

中国男足公布24人集训名单
郑智回归 上港6人入选

国象棋后战第八轮再和
居文君率先取得赛点

据新华社重庆5月15日电 （记者郑直 周
凯）经历3个小时战斗，15日在重庆举行的2018
世界国际象棋女子锦标赛冠军对抗赛第八轮以和
棋收场，这也是谭中怡与居文君连续两轮和棋，居
文君目前以总分4.5：3.5领先，距离5.5分的冠军
门槛还有1分距离。

冠军赛在偶数年以二人对抗赛的形式进行，
国际棋联女子大奖赛总冠军居文君挑战前一年因
在世锦赛夺冠成为棋后的谭中怡。比赛在上海先
赛5轮，居文君3.5：1.5手握两分优势，移师重庆
后第六、七轮谭中怡一胜一平以3：4落后，率先获
得5.5分的棋手将是新一届世界冠军。

第九轮比赛将在16日15时开始。若居文君
在该轮取胜将挑战成功，和或负比赛将继续进行。

➡ 5月15日，在2018世界女排联赛（宁波北仑站）首日比赛中，中
国队以3：0战胜多米尼加队。

图为中国女排队员杨方旭（右）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亚冠八分之一决赛
次回合战报

广州恒大2：2天津权健
（两队两回合战成2：2，权健凭借客场

进球多晋级下一轮）

NBA西部决赛战报

火箭106：119勇士
（总分勇士1：0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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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儿女》戛纳首映赢得好口碑
日月广场校园歌手争霸赛
海选落幕
19位个赛选手晋级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第二届日月广场校园
歌手争霸赛海选比赛日前在海口日月广场落幕，
19位参加海选赛个人比赛的选手晋级，团体赛晋
级名单即将揭晓，5月19日还将举行一场复活赛。

据介绍，日月广场第二届校园歌手争霸赛定
位于学生群体，采用时下流行的娱乐平台加线上
社区开展活动方式进行，旨在开启校园歌手选秀
新途径，为我省流行乐坛培养和输送新生力量。

据悉，本届大赛海选赛从“五一”假期开始举
行，三场海选赛于5月13日结束，吸引了省内20
所高校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共近千人报名参赛，线
上直播观看人次超过了200万，比去年的第一届
比赛规模大增。

经海南音乐人吴晓芸、张卉雨等5位评委现
场评分，最终，海南大学的刘泰然、张洋、文舒、严
婕妤、常继壕、廖喜庭，海南师范大学的韩骁、张鑫
百慧，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韩文豪、唐志成，海口
经济学院的张诗炜、陈金墉、刘志鹏、黄健，琼台师
范学院的徐雅君、蔡鑫等19位优秀选手晋级。

虽然三场海选赛已经结束，但组委会还将于
5月19日增加一场复活赛，让前三场海选赛中被
淘汰或待定的选手再次登台一展实力。

本届校园歌手争霸赛由海口日月广场、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音乐广播主办。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四月诗会·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诗歌节闭幕式暨诗
歌之夜活动近日在海南大学思源学堂
举行，24位大学生作者获得组委会颁
发的“四月诗人”荣誉称号。

本届诗歌节闭幕式暨诗歌之夜活
动主题为“以梦为马，诗酒趁年华”，通
过获奖诗歌朗诵、歌舞表演、器乐演
奏、舞剑、汉服秀、相声等10多个文艺
节目，让观众得到莫大的享受。

据介绍，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诗歌
节以原创诗歌作品征集活动为主体内
容，截至今年4月22日，组委会共收
到来自全国1000多所高校学生创作
的5000余首诗歌作品，经评委会评
审，最终，共有24位大学生诗歌作者
被授予“四月诗人”荣誉称号。

四月诗会·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诗
歌节于2017年4月举办，该节以诗歌
为核心，主要开展写诗、品诗等一系列

兼具人文气质和诗歌特色的活动，旨
在让当代大学生更好地了解诗歌，热
爱诗歌，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产生共鸣，丰富全国大学生的精神文
化生活，提升全国大学生的文学素养，
让校园充满诗意。

本届活动由海南省作家协会指
导，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南省文
学院、海南省颂读学会主办，我爱竞赛
网、《海诗刊》协办。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诗歌节海口举行

以色列歌手夺得
欧洲电视歌唱大赛冠军

据新华社电（记者章亚东）以色列歌手妮塔·
巴尔齐莱日前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的第63
届欧洲电视歌唱大赛（欧歌赛）决赛中获得冠军。

今年25岁的巴尔齐莱以一首捍卫女性权益
的歌曲《玩具》夺得冠军，塞浦路斯和奥地利歌手
分获第二名和第三名。这是以色列歌手自欧歌赛
1956年举办以来第四次夺冠。

欧歌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歌唱类比赛之
一。根据规则，每个国家派出一名歌手或一个乐队
演唱一首自选歌曲。今年共有43个国家的歌手参
赛，经过两次半决赛后，26个国家的歌手参加决
赛，其中24个为欧洲国家，另两个国家是以色列和
澳大利亚。葡萄牙花费约2000万欧元举办本届
欧歌赛，全球约2亿人观看比赛，约3万人专程到
里斯本观赛，当地周末酒店入住率高达95％。

根据比赛规则，欧歌赛冠军所代表的国家会
自动成为下届比赛的东道主。因此，第64届欧歌
赛明年将在以色列举行。

据新华社电（郭阳）第二届“寻
找汉服大使”比赛总决赛13日晚在
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厅举行，参赛选手
们通过不同艺术形式演绎汉服之美。

本届比赛今年3月初正式开始，
经过全澳海选、初赛和复赛，最终有
12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决赛
中，12名选手身穿以历史人物为灵
感设计制作的汉服，分别表演了舞台
剧《逐梦赤子心》、创意歌曲串烧及舞

蹈剧《西游前传之女儿情》等节目，选
手们随后还进行了个人才艺展示。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悉尼科技大
学的华人学生朱梦雨获得本届比赛
冠军。此外，大赛还评出人气大使、
才艺大使、形象大使等奖项。

首届“寻找汉服大使”比赛于
2016年8月举行，活动旨在更好地
在海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人
了解汉服的魅力。

戛纳国际电影节

据新华社法国戛纳 5月 14 日
电（记者张曼）第71届戛纳电影节
金棕榈奖角逐已进入下半场。截
至 14日，主竞赛单元的 21部影片
已展映13部。中国导演贾樟柯作
品《江湖儿女》首映后赢得很好口
碑，女主角赵涛也被视为最佳女主
角奖热门人选。

《江湖儿女》在首映前就被法国
《电视、广播和电影》周刊评为“最受
期待的主竞赛单元影片之一”，放映
后得到媒体一致称赞。英国《每日
银幕》杂志说，贾樟柯通过一个刑满
释放的女人的经历探究了中国的发

展，用史诗般的爱情故事折射出21
世纪中国的快速变化。法国《世界
报》说：“影片荡气回肠，充满诗意，
隐晦又明亮，将成为他最伟大的作
品之一。”法国文化广播电台网站高
度评价赵涛的表演，认为她很可能
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根据《每日银幕》在其戛纳电影
节专刊《银幕》的打分，《江湖儿女》和
波兰影片《冷战》均获2.9分（满分为
4分），并列第二。法国新浪潮运动
旗手之一的让－吕克·戈达尔的新作
《影像之书》以3.0分暂时领跑。

《银幕》的评分不能决定戛纳电

影节各大奖项归属，但它是媒体预测
奖项的重要参考。

截至目前，法国女导演埃娃·于
松的《太阳之女》排名垫底，仅得1
分。该片以战地记者的视角讲述
一群库尔德女战士的故事，法国
《费加罗报》直言“过多的正面情感
并不能造就一部好电影”，《综艺》
则批评影片主题老生常谈，且太具
教导性。

本届电影节共有来自12个国家
（按导演国籍计算）的21部影片参与
金棕榈奖角逐，获奖名单将在19日
晚举行的闭幕式上揭晓。

《江湖儿女》导演贾樟柯（右）、主演廖凡（左）和赵涛出席首映礼。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 摄

据新华社法国戛纳5月14日电
（记者张曼）“法中两国电影交流与合
作近年来成效显著，诞生了一批优秀
的合拍片，不少法国动画片也成功进
入中国市场，合拍片和动画片将是我
们的重点合作领域。”法国国家电影
中心首席运营官克里斯托夫·塔迪厄
日前在法国戛纳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道。

塔迪厄说，自2010年法中两国
签署合拍协议以来，双方共同制作了
《夜莺》《山河故人》《狼图腾》等一批

广受观众喜爱的影片。今年贾樟柯
新作《江湖儿女》作为法中合拍影片
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既是中
国电影水准的证明，也是对法中电影
合作质量的肯定。

塔迪厄认为，改编自中国知名小
说、由法国导演执导的影片《狼图腾》
是合拍片成功的典范。“合作拍出两
国受众都喜爱的影片并非易事，但也
绝非不可能。我们需要更多像《狼图
腾》一样的合拍片。”

塔迪厄指出，动画片是法中电影

人合作的重点，今年中国将映《大坏
狐狸的故事》《虎皮萌企鹅》等法国动
画片，他说：“中国观众对法国动画片
的喜爱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这给法
国动画制作注入了更多信心。”

谈到中国电影的艺术水准，塔迪
厄表示，眼下中国商业影片比重的确
过高，但这种状况是阶段性的，相信
中国电影市场经过调整和摸索，艺术
电影能有更多的生存空间。近年来，
中国电影的迅猛发展，为法国乃至世
界的电影发展注入了更多活力。

法国影业官员看好与中国电影人的合作

悉尼举办“寻找汉服大使”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