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体育新闻 2018年5月19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黎刚 美编：张昕A12 综合

2018年汤尤杯赛将于5月20日
至27日举行，中国羽毛球队已于17
日结束在武汉的备战，前往泰国曼谷
参赛。在这两年一届的世界最高水
平男、女羽毛球团体赛中，中国队老
将新人共担重任，在群雄并起的时
代，放低姿态力拼对手。

汤姆斯杯：国羽志在重夺冠军

回看1998年至今的10届赛事，
国羽男队在2004至2012年间实现
汤杯五连冠，但近两届均无缘冠军。

伦敦奥运会后“风云组合”淡出，
中国男双青黄不接的问题一直没能
得到解决，谌龙又屡屡在一单“掉链
子”，令男队在团体赛上面对强队、尤
其是双打强硬的对手时，很难有必胜
把握。

本届汤杯，受世界排名制约，谌
龙很可能继续出战一单。里约奥运
会夺冠后，他对自己的调动不是很充
分，但从2017年中国公开赛和今年
亚锦赛的表现看，他的自我调动越来
越好，而能否破除心魔将至关重要。

石宇奇第一次在汤杯担纲主
力，不确定因素较大，但这样的大赛
经历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即将35
岁的林丹迎来个人第九届汤杯，作
为五连冠的核心和近两届丢杯的看
客，根据世界排名，林丹出任三单可
能性最大。

男双方面，张楠/刘成、李俊慧/
刘雨辰目前世界排名分别是第三和
第四，无论实力还是比赛经验，在中
国队阵容中都有优势。刚结束的亚
锦赛上，张楠/刘成摘铜，李俊慧/刘
雨辰卫冕，均展现出不错的状态。
郑思维和王懿律则为队伍提供更多
选择。

依据各队世界排名积分，头号种
子中国队直接进入A组，同组对手有
印度、法国和澳大利亚。印度前男单
世界头名斯里坎特出人意料地没有
报名，这让国羽的难度降低不少。

在汤杯争冠层面，国羽的主要对
手是丹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队。丹
麦人两年前在昆山创造“童话”——
历史上第一次获得汤杯冠军，同时也
是第一支问鼎汤杯的非亚洲球队。

此前拿过汤杯的只有马来西亚、印
尼、中国和日本队。

日本男队各条线实力均衡，其
中23岁的桃田贤斗解禁复出后一
路飙升，刚在亚锦赛击败李宗伟和
谌龙夺冠。印尼队是13次汤杯冠
军得主，他们的男双组合吉迪恩/苏
卡姆约占据世界第一多时，统治了
去年大部分比赛和本赛季前半段比
赛。另外，印尼队男单实力也在回
升，整体实力放在三单两双的汤杯
赛场，绝对够分量。

尤伯杯：国羽小花担大任

国羽女队在过去10届尤伯杯中
9次登顶，然而与两年前夺冠阵容相
比，王仪涵、王适娴、于洋、田卿、赵芸
蕾等人已退役，如今以年轻队员为主
的女单阵容普遍缺乏国际团体大赛
经验，想要卫冕尤杯，难度甚至比男
队争夺汤杯冠军还要大。

据国羽单打主教练夏煊泽介
绍，女单阵容缺乏大赛经验，且整
体实力不占优，更需要放低姿态力

拼对手。女单阵容中，陈雨菲、何
冰娇的世界排名目前在中国队位
居前两位，而且在近一年的比赛中
她们也是中国队表现最好的。考
虑到目前中国女队缺少有在国际
团体大赛担当主力经验的运动员，
伤愈复出的伦敦奥运会冠军李雪
芮无疑将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而小将高昉洁的入选，则主要考虑
她近一年的对外战绩，比如亚锦赛
战胜日本名将奥原希望。

作为国羽第一女双，陈清晨/贾
一凡近期表现不佳。不过，双打主
教练张军表示，她们平时的训练水
平很高。汤金华与黄雅琼虽然很久
没有配合女双，但她们此前都经历
过大赛考验。黄东萍和郑雨年龄上
都不算年轻队员，已具备比较成熟
的心理。

中国女队与法国、印尼和马来西
亚队同处D组。1984年以来，国羽女
队每次都能打进尤杯决赛，并14次举
起了奖杯。如今，她们的主要对手是
日本队、韩国队以及东道主泰国队。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1轮 18洞的角逐，2018
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巡回推广赛
（北京站）昨天在鸿禧国际高尔夫俱
乐部收杆。

本次北京站比赛吸引了近100
名高尔夫球友参赛。关兴辉打出73
杆，以4杆优势获得了男子组的总杆
冠军，金海英以77杆的成绩获得女
子总杆冠军。最终，他俩取得了参加
2018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暨国际业
余高尔夫球锦标赛的资格。

创办于2009年的海南高尔夫球
公开赛由海南省文体厅、国家体育总
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高尔夫球
协会主办，是我国高尔夫赛事体系最
完备、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泛
的高尔夫赛事之一。该项比赛形成
了职业赛、业余赛、青少年赛、全国巡
回推广赛以及配套活动的赛事体
系。海南高球公开赛与环海南岛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环海南岛国际大帆
船赛、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并称海
南4大赛。

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也是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举办
10周年。为了不断提升海南高尔夫
球公开赛的影响力，今年5月至11
月，2018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全国
巡回推广赛将举办22场比赛，比赛
均在国内高尔夫球运动开展较好的
地区举行。

另外，组委会还将举办5场海外
推广赛，通过赛事的举办提升国内外
高尔夫球爱好者对海南高尔夫球公
开赛的关注度。

2018海南高球公开赛开杆
首战推广赛在北京举行

汤尤杯羽毛球赛20日开拍

国羽老将新人共担重任
新华社维尔纽斯5月17日电（记者郭明

芳）立陶宛警方17日以涉嫌分销兴奋剂拘留了
两名立陶宛国家场地自行车队的教练。

立警方称，应国家反兴奋剂机构的要求，上
周对立陶宛自行车运动之城帕涅韦日斯的训练
设施进行突击检查，结果发现“大量兴奋剂和可
能的精神药物”。

据当地媒体报道，被拘留的教练亚基马维丘
斯和巴莱西特可能会被罚款或坐多达4年的牢。

立陶宛自行车协会主席巴库蒂斯一周前就
曾披露，他们接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请求，要
求对亚基马维丘斯所训练的运动员进行兴奋剂
检测，很快这些运动员就接受了检测，但结果尚
未出来。

而在对自行车队突查前，一场更大范围的
调查行动率先从立陶宛西部港口城市克莱佩达
开始，立陶宛举重协会主席、几位知名运动员的
教练维斯尼奥斯卡斯卷入其中，涉嫌分销兴奋
剂，但维斯尼奥斯卡斯本人对指控予以否认。

因涉嫌分销兴奋剂

两名立陶宛
国家自行车队教练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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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医大讲堂”海口开讲

海南作家张品成讲授
“文学创作的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海南医学
院设立的“海医大讲堂”5月16日在
该院图书馆开讲，国家一级作家、海口
市作协主席张品成应邀作了题为“文
学创作的正能量”的首场讲座，吸引该
院师生和省内作家、诗人百余人参加。

张品成告诉记者，讲座中他主要结
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经验，着重讲
了怎样挖掘文学创作的人文价值和如
何塑造人物形象，核心是文学和影视创
作都要以正能量去打动和启迪受众。

张品成开讲前，海南医学院给他
颁发了客座教授聘书。其后，张品成、
三三、韩芍夷、乐冰、曾万紫、黄辛力、
施虹羽等25位海南作家给海南医学
院图书馆捐赠了各自出版的新书。

据悉，“海医大讲堂”此后将邀请
一系列文化艺术名家陆续开讲。

本报永兴岛5月18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
宋起来）“三沙凤凰书屋”揭牌仪式今天在三沙市
永兴岛西沙某场站举行。该书屋由海南凤凰新华
书店与西沙永兴某场站共同建设，书屋的启用将
进一步改善场站官兵文化生活。这也是第十届海
南书香节“悦读三沙”系列活动之一。

记者在书屋内看到，近百平方米的书屋装饰
典雅，精致的书架上摆放着全国十多家出版社出版
的4300多册图书，包括文学、艺术、军事等多种类
别。摆放在显眼位置的有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系
列出版物、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等主题图书。

据介绍，西沙某场站官兵可以在书屋阅览图
书，也可以借阅或购买。

三沙凤凰书屋揭牌

本报临城5月18日电（记者刘
梦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
临高峰会今天开幕，来自美国、英国、
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意大
利、捷克、丹麦、智利、越南、阿根廷、中
国等十多个国家的诗人与嘉宾近百人
齐聚临高，探讨全球化语境下诗歌的
新发展及当代海洋诗歌的独特魅力。

峰会开幕后举办了国际诗歌论

坛。参会的中外诗人结合各自的文
化和母语体系，就如何传承与发展海
洋文明，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凸
显海洋诗歌的价值和魅力展开对话。

临高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孟
伦表示，临高作为“全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中华诗词之乡”，具有悠久
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此次与中国作
家协会《诗刊》杂志社联合举办诗歌

峰会，是宣传临高、弘扬临高文化、展
现临高人民健康与美好生活方式及
促进文艺繁荣的重要举措。

《诗刊》杂志副主编李少君认为，
举办此次峰会将为与会的国内外诗
人提供新的题材，带来新的创作灵
感，为海南添上一笔文化色彩。

与会诗人及嘉宾还共同签署了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临

高宣言》，今后将积极展开对话和交
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促进，
营造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诗歌发
展局面。

据了解，此次峰会为期3天，除
了国际诗歌论坛外，还组织了文艺晚
会、中外诗人海洋诗歌座谈会、“一带
一路 一笔一画”国际书画笔会以及
诗歌轻骑兵走进校园等多项活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临高峰会开幕

《寂静之地》漏洞多
■ 冯巍

好莱坞惊悚片《寂静之地》在北美上映时大
热，放映41天来北美票房高达1.7亿美元，在小成
本影片中当属“意外惊喜”，但在中国内地票房就
显得一般了，首日全国票房才超3000万元，单日
票房排行榜上也只是季军，更不利的是观众口碑
也不高，仅被评为“好于69%惊悚片”，这预示着该
片“钱景”并不乐观。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漏洞较
多，有的影迷直接嗤之以鼻。

一个事实是，《寂静之地》格局很小，仅由一家
五口人构成，偶见乡邻老夫妻，但老妇已死，老翁
由于受不了整天“无声”，最终选择大叫一声被“噬
声”外星怪物咬死。

五个人的戏不可能“玩大”，编导倒是在小细
节上做足了文章，譬如下棋的棋子已经换成绒布
子，屋外路面已经铺上沙子，可在剧情上，就有情
节、细节经不起推敲。比如男主人公明知野外瀑
布的水帘可以阻挡怪物听到声音，但他仅带着儿
子“发泄”般大喊几声便回家了，影迷当场就想质
问，为什么不搬到水帘后面住？

此外，明知分娩时婴儿会啼哭，男主人公却不
在妻子身边想办法，是否与怪物带来的恐怖气氛
不搭？再比如，婴儿还未降生，怪物就提前来到地
窖寻找，大儿子点了鞭炮，难得的寂静之地震耳欲
聋，却不见怪物袭击，难道外星怪物“失聪”？

虽然《寂静之地》有着“无声片”的特色，但由
于漏洞较多，最终难逃影迷诟病的厄运。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杨笑瑜）由三亚太阳鸟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出品，丝路乐队担纲
演奏的“蓝色旋律·南海经典”海上丝
路经典作品音乐会今天在国家大剧院
奏响，音乐会以器乐演奏结合歌舞表
演的形式，以海南文化及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各国文艺为主线，再现了千年
来中华民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

各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场景。
此次音乐会也是在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之际，丝路乐队再度以
音乐会形式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展示
海南风采。

音乐会集合了刘群强、彭小黄、刘
铁营、范泊凌、葛晓璐、王雅钰等知名
演奏家、歌唱家、舞蹈家同台献艺。演
奏家刘群强在海南采风后，利用儋州

调声等素材，创作了海南特色吹管乐
曲《南海谣》，他还借鉴海南童谣创作
了海南《摇篮曲》，利用苏东坡诗词创
作的歌曲《海南万里真吾乡》，充分展
现了别具一格的海南文化风采。当
晚，这些富有海南特色的旋律飘荡在
国家大剧院观众厅中。

弹拨乐演奏家王雅玉以中国琵琶
演奏阿根廷音乐《自由探戈》，中西合

璧，动人心弦。二胡演奏家彭小黄以
二胡辅以钢琴创作并演奏歌曲《乘风
破浪》，气势恢宏。

少年合唱团带来的苏东坡海南
诗词合唱天然质朴，东方歌舞团的踢
踏舞演员帕尔哈提、青年舞蹈家陈吟
吟与歌手西尔艾力联袂献上的西班
牙弗拉门戈舞蹈自由奔放，女中音歌
唱家葛晓璐演唱的《美丽的梭罗河》

《山楂树》打动人心。一曲曲优美旋
律，一段段精彩舞蹈引来观众热烈反
响，演出在《万泉河水清又清》的歌声
中落幕。

三亚太阳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打造的“蓝色旋律”已成为知名艺术
品牌，其音乐会已在30多个国家演
出，传播海南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蓝色旋律·南海经典”音乐会北京奏响

新华社法国戛纳5月 17日电
（记者张曼）第71届戛纳电影节电
影基金奖评委会17日揭晓获奖名
单，上海戏剧学院选送的中国导演
申迪作品《动物凶猛》（又名《乌玛》）
荣获二等奖。

电影基金奖拉开了本届电影节
的颁奖序幕。当天下午的颁奖仪式
上，电影基金奖评委会主席、法国导
演贝特朗·博内洛公布了获奖名
单。智利大学选送的影片《电狮的
夏天》获得一等奖，《动物凶猛》和俄

罗斯作品《日历》并列二等奖，一部
英国影片获颁三等奖。

《动物凶猛》时长31分钟，讲述
了一位加纳女孩怀孕后前往中国东
北农村寻找孩子生父的故事。申迪
向记者介绍说，该片灵感来源于一
位肯尼亚女孩嫁到中国东北的真实
故事，是自己的大学毕业作品，仅用
6天拍摄完成。在申迪看来，“目前
国内电影市场正处于蓬勃发展期，
给予年轻电影人不少机会，重要的
是提升实力抓住机会”。

今年基金奖共收到全球512所
电影学院选送的2426部影片报名，
其中14部故事片3部动画片入围。
获一等奖影片的导演将获电影节颁
发的1.5万欧元（1欧元约合7.5元人
民币）奖金，其未来第一部长片作品
将拥有亮相戛纳电影节的资格。二
等奖和三等奖获得者将分获1.125
万欧元和7500欧元的资金支持。

戛纳电影节电影基金奖创立于
1998年，旨在支持世界范围内新一
代电影导演的成长。

灯笼椒

戛纳国际电影节

电影基金奖获奖名单揭晓

中国短片《动物凶猛》获得二等奖

5月18日，中国导演魏书钧
出席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导演拍
照式。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 摄

5月18日，大型原创经典音乐竞
演节目《国乐大典》在北京民族剧院举
行第一季收官演出。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海口市文体
局获悉，2018年海口市篮球联赛将于6月中旬
在海口市灯光球场开打，报名工作现已开始。

组委会规定，本次比赛限报24支球队，报名
时间截止5月25日。本次比赛奖励前8名。其
中，冠军奖金为11888元，亚军奖金为8888元。

本次比赛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新
《篮球规则》，同时使用《海口市篮球联赛细
则》。第一阶段（常规赛）采用分组循环，小组第
一名直接进入季后赛，小组第二名与其他组第
三名抽签交叉，胜者进入第二阶段（季后赛）。
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其中，四分之一决赛
采用三局两胜制，半决赛和冠亚军决赛采用五
局三胜制。

据了解，2018年是海口市篮球联赛举办21
周年，上届联赛冠军为宁翔新华。作为海口传
统品牌赛事，自1998年以来，海口市联赛已连续
举办了20届。本届比赛的常规赛拟定于6月中
旬开始，季后赛拟定于7月至8月举行。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主
办。

海口市篮球联赛
下月中旬开打
24支球队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