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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曼谷5月21日电（记
者杨舟）21日，2018年世界羽联汤姆
斯杯暨尤伯杯羽毛球赛小组赛进入第
二天，中国女队首战迎战法国队以5：
0大胜。

这场比赛的出场顺序是单双打
交替，共3场单打，2场双打。中国队
派出的一单何冰娇用时28分钟率先
以 21：14、21：13 击败法国女将雅
尔·瓦约。

随后，中国队派出黄东萍/郑雨对

阵法国队埃米莉·勒费尔/安妮·陈，最
终中国组合以 21：19、21：9战胜对
手。两人作为双打组合第一次打尤伯
杯，赛后两人表示参加这样的国际大
赛有些紧张与刺激，但此前做了很多
准备，上场就会全力以赴。

中国队单打小将高昉洁、双打组
合黄雅琼/汤金华、单打选手李雪芮都
以2：0战胜了对手。中国女队在尤伯
杯比赛中取得了首个开门红。

作为2号种子被分入尤杯D组的

中国女队将于22日迎战马来西亚队、
23日迎战印尼队。

在首日的汤杯比赛中，中国男队
在林丹未出场的情况下，以5：0战胜
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

首盘单打中国队派出谌龙，他以
21：14和21：11轻取澳大利亚队的安
东尼·乔。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谌
龙说，第一场比赛有压力，但总体而言
打得比较“放松”。对于小组赛的整体
安排，谌龙说：“我希望通过小组赛慢

慢地把自己积累到一个好的状态打淘
汰赛。”

双打比赛，张楠/刘成面对曹善
凱/沙旺·塞拉辛哈打得略显胶着，
虽然澳大利亚组合发挥较好，但张
楠/刘成最后仍以 21：18、21：17 取
胜，两人赛后也坦言受到了场地风
大的影响。

随后中国队单打选手石宇奇仅用
22分钟就以21：9、21：4轻松击败阿
什万特·戈比内森。王懿律/郑思维和

乔斌也分别以2：0结束战斗，中国队
5：0完胜对手。

本报讯 在北京时间5月21日晚
结束的一场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小组赛
第二轮比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男队以
5：0轻取法国队，取得两连胜。

中国队出场的5名球员为：第一
单打，谌龙；第一双打，刘成/张楠；第
二单打，石宇奇；第二双打，李俊慧/刘
雨辰；第三单打，林丹。他们均以2：
0战胜各自对手。 （小新）

汤尤杯小组赛中国男女队全线告捷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由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联合举办的《谁
是球王》“新时代杯”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大赛总决赛，5月20日落幕。海
南小将王昌宇在本次比赛中入选全国
最佳阵容，获得以球童身份亮相俄罗
斯世界杯的机会。

据了解，本次比赛采用全新的
晋级方式，不是产生一支获胜的晋
级队伍，而是选出一支来自各支队
伍的最佳阵容。从海选阶段省市自
治区的最佳阵容，到大区赛的最佳
阵容，最终产生全国最佳阵容。前
国家男足主教练朱广沪等国内外专

业足球人士，从预赛开始全程参与
对队员的评估和选拔，选出各个组
别的最佳阵容。

海南结合本省校园足球开展的实
际情况，从海口市、三亚市、琼海市、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等4个市县，选出
30名优秀中小学生足球运动员和8
名优秀教练员参加本次比赛。白沙门
小学的王昌宇以高超的球技帮助球队
一路过关斩将，取得全国南北赛区总
决赛冠军，他也凭借优异表现入选全
国最佳阵容，并获得在俄罗斯世界杯
中担任球童的机会。入选本次比赛全
国最佳阵容、将担任世界杯球童的小
球员共有10名。

海南足球小将王昌宇
将以球童身份亮相世界杯

■ 阿成

北京时间5月21日凌晨，纳达尔
在罗马大师赛决赛中以 2：1 战胜小
兹维列夫，成就罗马赛八冠王，收获
职业生涯第 32 个大师赛冠军，并从
费德勒手中夺回世界第一。

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水成为纳豆
夺冠的“功臣”。雨水来临之前，纳豆
已尽处下风，形势危急。小紫薇进入
第二盘后突发神勇，不仅回敬一个6：
1 扳平盘分，还在决胜盘率先破发。
正当小紫薇趁势追击迈向胜利时，雨
水降临了，比赛因雨两度暂停，第二

次暂停将近一个小时才重新开赛。
这场及时雨不仅解救了纳豆的险情，
还浇凉了小紫薇的手感，比赛恢复后
小紫薇连丢四局最终落败。

前两盘的巨大反差，也许有技战
术调整的微妙因素以及所谓手感冷热
的玄乎变化，但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两
人体能状况的不同，纳豆显然能量不
够了，而小紫薇越打越生猛。拳怕少
壮，你不得不正视两人之间11岁的年
龄差。还必须得承认的是，如果纳达
尔不出现体能问题，他在红土上是无
敌的。一个小时的歇息休整后，那个
无敌的纳豆又回来了，而小紫薇不仅

状态下滑，更重要的是信心已失。
红土之王纳达尔本赛季又刷新

红土场的多项纪录，不过，最近两站
比赛看起来已没有那么强势了，不仅
在马德里输给蒂姆，罗马夺冠过程中
也屡陷苦战。原因并不难找，就是体
能问题。即将到来的法网才是红土
赛季的“终极大考”。人们普遍认为，
在五盘三胜的法网，纳达尔更难以被
击败，他至今在罗兰加洛斯只输过两
场球。然而，我们不可太过迷信统计
数据。五盘制固然减少了偶然性，但
也消耗更多的体能，而统计数据并没
有提醒我们：纳达尔又老了一岁，他
的体能状况已不如从前。

体能充足的纳豆在红土上是无
敌的，但如果能量不足就有可能输球
了。纳达尔今年法网会不会输？还
得看对手的情况。现在看来，纳达尔
面临着蒂姆、小紫薇等新生代球员的
冲击，还有德约等老对手的阻击。德
约隐约有复苏之势，他对付纳达尔无
疑最有心得。

一场及时雨挽救了罗马赛的纳
豆，但改变不了他年龄增大逐渐走下
坡的势头，就看他还能坚持多久了。
去年纳豆在罗马赛八强战中被蒂姆
淘汰，他也“因祸得福”，及时补充能
量后在法网成就“十冠王”伟业。今
年罗马赛纳豆战至最后并捧杯而归，
接下来的法网，前景是凶是吉？

及时雨只能救纳达尔一时？

纳达尔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后庆祝。 新华社发

大侃台

本报万城5月21日电（记者王
黎刚）2018年海南省网球赛昨天下午
在万宁市委网球场收拍。在决赛中，
宝安地产队以3：0战胜了白鲸俱乐部
队，夺得冠军并赢得1.5万元奖金。

本次比赛为团体赛，吸引了12支
球队参加。第一阶段分4个小组进行
循环赛，各小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
淘汰赛。每场团体赛由男子80+双

打、男女混合双打和男子双打3个单
项组成。

获得第二名至第四名的球队分别
是白鲸俱乐部队、宝日希勒网球俱乐
部队和海口市龙华区网球协会队。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主办。省体
育赛事中心、万宁市文体局和万宁市
网球协会承办。小组赛和八强赛在海
口举行，四强赛在万宁举行。

海南省网球赛万宁收拍

勇士126：85火箭
（勇士总比分2：1领先）

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大联动
海南省分会场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8年全国老年人太
极拳大联动海南省分会场活动近日在海口公园举
行。省内500多名老年人太极拳爱好者展演了太
极拳（剑），精彩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省老年人体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的
目的是让更多人熟知太极拳（剑），习练太极拳
（剑），享受太极拳（剑）的健身养身功能。同时，通
过本次活动激发老年人的兴趣，让我省更多的老年
人加入到老年体育健身行列中。2018年全国老年
人太极拳大联动活动的主会场在河南省焦作市。

全省公安系统足球联赛
东部赛区在琼海开赛

本报嘉积5月21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冼
才华）为丰富我省公安系统警营体育文化生活，促
进各单位间的交流合作，海南省公安系统第一届“忠
诚杯”足球联赛东部赛区5月18日在琼海市开赛。

本次省公安系统足球联赛设东部琼海赛区、
南部陵水赛区、中部澄迈赛区、西部临高赛区四个
赛区。东部赛区赛事有琼海市公安局代表队、海
口市公安局分局联队、三亚市公安局机关队、万宁
市公安局代表队、文昌市公安局代表队、定安县公
安局代表队6支足球队参赛。东部赛区赛事由海
南省前卫体育协会主办，琼海市公安局承办。

“昆仑决”济南章丘站比赛

三亚市公安局飞鹭支队
3名队员获佳绩

本报三亚5月21日电（记者徐慧玲）记者今
天从三亚市公安局获悉，三亚市公安局飞鹭支队
3名选手近日在2018“昆仑决”济南章丘站比赛
中，取得了2个冠军、1个亚军的佳绩。

国内世界极限格斗赛事“昆仑决”济南章丘
站比赛近日举行，众多国内外格斗高手参战。据
介绍，三亚市公安局飞鹭支队队员汪柯菡夺得女
子63公斤级明星超级战冠军，郑召玉夺得男子
76公斤级明星超级战冠军，林强邦获得男子61.5
公斤级明星超级战亚军。

NBA西部决赛战报

灯笼椒

文娱新闻 综合
2018年5月22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王凤龙

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琼海举办

本报嘉积5月21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李
丽莎）5月20日，由省文联主办的“到人民中去”文
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音乐创作培训班在琼海举办。

培训班上，授课老师围绕音乐欣赏、词曲创作
技巧和要领、词曲写作新概念、声乐教学与示范等
方面内容，以视频讲解和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
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使琼海学员在较短时间内
学有所获。

作为此次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内容之一的
美术创作培训班和书法创作培训班，将分别于5
月22日、5月23日举行。形式多样的艺术培训
班，以喜闻乐见的文艺方式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
到基层人民群众中去，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基层
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提升了琼海文艺工作者的水
平，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对推动琼海市文艺事
业迈上新台阶起到了促进作用。

新华社成都5月21日电（记者
谢佼）近日，一款由三星堆博物馆推出
的“古蜀萌娃”表情包走红社交媒体。
这是继三星堆面具饼干、三星堆文创
公仔“小青铜人”之后，三星堆博物馆
再次推出的跨界融合文化创意产品。

表情包以三星堆青铜面具为原
型，原本一脸严肃的青铜面具化身喜
怒哀乐皆具的“古蜀萌娃”，再配上有
趣的四川话，形象生动可爱。这组表
情包由三星堆文创工作室设计，是登
录微信表情商店的第一套三星堆面
具主题表情。

“目前，青少年已经成为博物馆
‘新公众’的主力军，微信萌系表情包
可以加强博物馆与‘新公众’的连接，
让三星堆文化更生动、活跃。”三星堆
博物馆负责人朱家可说：“互联网的
发展变革，推动了博物馆功能的不断
拓展，早已不只是局限于收藏、研究、
展示藏品的机构。”

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是世
界知名的三星堆文化象征，表情包一
改它们原来一脸严肃的形象，变身成
可爱萌娃，涵盖常用聊天表情，再配
上“巴适得板”“哦豁”“莫名堂”“要

得”这些有趣的四川方言，每一个表
情都生动可爱。

该表情包设计者之一俸世雄说，
融进四川话元素，一是因为四川话较
有特色，二是因为三星堆文化代表着
古蜀国的文明，“让最古老的四川人
说话，就应该说四川话。”

记者从广汉市委宣传部获悉，三
星堆博物馆还将在手游、电子竞技、
快视频、动漫、电影、文创等方面进行
探索尝试，打造多元化的链接产品，
将博物馆打造成更加开放、互动的文
化交流平台。

据新华社美国波士顿5月20日
电（记者徐剑梅）在美国波士顿大学
20日举行的2018届毕业典礼上，中
国导演张艺谋被授予波士顿大学人文
艺术荣誉博士学位。

波士顿大学校长罗伯特·布朗在
毕业典礼上向约7000名应届毕业生
及其家长介绍了张艺谋的艺术生涯以
及他在电影、歌剧、芭蕾舞剧和大型表
演等多个艺术领域的成就。他说，张
艺谋的电影作品“不仅透视了中国人
和中国文化，也是展现人类本性和渴

望的一扇窗口”。
布朗还称赞了张艺谋对奥运会庆

典所作的艺术贡献。他说：“2008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以无与伦
比的美丽和壮观让世界为之赞叹。在
今年冬奥会交接仪式上，你（张艺谋）
又一次光彩耀人。”

布朗最后说：“波士顿大学自豪地
授予你（张艺谋）人文艺术荣誉博士学
位。”头戴学位帽的学生们报以热情的
掌声和喝彩声。

张艺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波士顿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说明他多年的创作得到关注、了解和
认可，他感到很荣幸。

波士顿大学是美国东部一所历史
悠久的私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目前
拥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
3.3万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据介绍，早
在2008年11月，波士顿大学就宣布
决定在翌年毕业典礼上授予张艺谋荣
誉博士学位，但因张艺谋未能参加
2009年该校毕业典礼，这一“授予”直
至今年才实现。

据新华社洛杉矶 5 月 20 日电
（记者高山）20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
的动作喜剧片《死侍2》本周末上映
后，以3天入账1.25亿美元的票房成
绩强势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死侍2》是2016年电影《死侍》
的续集，都以漫威宇宙中的超级英雄
人物“死侍”为主人公。上述票房成绩
成为北美票房史上第二高的限制级影
片首周末成绩，仅次于《死侍》的1.32
亿美元首周末票房。该片获得“A”级

观众评分，同时在影评网站“烂番茄”
上获得84％的新鲜度。本周末在北
美以外的国际电影市场，《死侍2》入
账1.76亿美元，至此其全球票房总收
入超过3.01亿美元。

迪士尼发行的超级英雄片《复仇
者联盟3》在3周领跑票房榜后被《死
侍2》取代，3天入账2867万美元位列
第二。该片上映4周来已在北美入账
5.95亿美元，全球18.1亿美元，成为
史上收入最高的超级英雄片。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卫
小林）为了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
到来，儿童舞台剧《奇幻森林大冒险》
将于6月1日、2日在海口日月广场华
人国际剧院连演两场，这是记者今天
从演出主办方海南华人国际文化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的。

据介绍，《奇幻森林大冒险》由国
内知名视觉创意团队澎湃创想和好奇
工厂联合打造，与以往儿童舞台剧不
同的地方在于，这部舞台剧是一台全
新的3D全息黑光舞台剧，它将全息、
激光、荧光、裸眼3D和黑光剧融为一

体，尤其是澎湃创想团队创编的近百
场电视节目中的精华部分也融入剧
中，包括《我要上春晚》《中国达人秀》
《笑傲江湖》等舞台上的表演，用一台
“百变创意视觉秀”打造成了全剧的亮
点，再加上制作方原创的喜剧+功夫
剧情内容，将为海南儿童观众带来一
次全新的观剧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舞台上将出
现黑光剧演出方式，这在以前的海南
舞台上甚少见到，即演员要在全黑的
舞台上以打光投射的形式出现，以便
用萤光绘制的舞台道具或演员服装呈

现演出效果，演员表演时要全身穿着
黑衣在台上表演或操作道具，进而给
观众传达剧情内容。

据了解，《奇幻森林大冒险》讲述
的故事是，小狼和三只小兔经过种种
误解和磨难以后，最终成为了患难与
共的好朋友。剧中除了讲述勇敢、友
情、互助等内容外，还给儿童观众传递
了一个新理念，即好与坏不是一成不
变的，狼在别的故事里可能是坏角色，
但在这部剧中却和小兔变成了好朋友，
制作方希望儿童观众能够由此知道，好
与坏可以根据条件变化发生转化。

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

舞台剧《奇幻森林大冒险》下周海口上演

三星堆博物馆跨界融合

“古蜀萌娃”表情包走红
美国波士顿大学授予张艺谋荣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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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空同居》为啥热了？
■ 冯巍

国产奇幻爱情喜剧片《超时空同居》“甜”到影
迷心坎里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上映三天来，该
片票房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这还不算，放到
第三天，它又一举冲破《复仇者联盟3》对票房长
达10天的“垄断”，一举冲上全国票房冠军宝座，
日票房从5000万元到7000万元再到1.2亿元，说
它热了应该没人反对吧。那么它为什么热了呢？

首先，爱情喜剧类型影片是当下影迷最喜爱
的影片类型之一，就像前段时间的《前任3》大热
一样，类型选择对了，影片就有了大热的基础。同
时，该片还把以前流行的“穿越”改造成奇幻加入
剧情中，这或许也是其招人喜欢的地方之一。

其次，选择雷佳音和佟丽娅扮演片中的男女
主角，可能是片方经过调查后的正确做法。雷佳
音在影迷中拥有一个亲切称呼——“大头”，同样，
佟丽娅也很招影迷喜爱，被昵称为“丫丫”，这都说
明，两人很惹人爱，片方的选择真的讨巧了。

再次，该片内容跳出了一般穿越片的烂俗套
路，片中人物设置、笑料铺陈和细节呈现都讲究真
实可信，这让观众越看越觉得片中故事像现实生
活一样真实，而且那种爱的甜蜜滋味让人觉得舒
心，所以，票房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

原以为《复仇者联盟3》的票房会一直大热甚
至直逼《速度与激情8》，现在看来，它的“好事”已
去，还是国产爱情喜剧片对影迷大有吸引力。

动作喜剧片《死侍2》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古蜀萌娃”表情包之一“雄起！”《死侍2》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