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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

尤伯杯小组赛3：2胜印尼

中国女羽小组第一出线

李盈莹还有很多漏洞
本报讯 北京时间 5 月 22 日晚，
中国女排在世界排球联赛澳门站中以
2：3 不敌波兰队后，主教练郎平对球
队的表现进行了点评。
与波兰五局大战，可谓一波三折，
新老队员的表现同样有起有伏，替补
上场的段放、胡铭媛、龚翔宇等队员打
出了士气，主攻李盈莹在后半场的表
现则几乎处于
“崩溃”
状态。
安排新人登场，郎平坦言达到了

锻 炼 的 目 的 ，但 也 出 现 了 很 多 的 漏
洞。她说：
“ 在发接方面，我们还是有
很多漏洞，特别是李盈莹不接一传，
所有的人都要帮助她，这方面我们从
来没有这么做过。”在郎平看来，中国
女排主攻需要负责一传，但现在的队
伍由接应承担一传，导致出现了很多
问题。
对于李盈莹的表现，郎平直言不
讳：
“ 我不太专注于单一技术的评价，

我看她在其他环节丢了很多分，
拦网、
防守 、一传，
包括扣球失误和发球，
这
样的表现让我觉得我们其他位置非常
困难。她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技
术环节有很多漏洞，所以我们必须帮
助她弥补。她给我们其他队员的位置
带 来 很 多 困 惑 ，这 点 我 们 还 不 太 习
惯。一名优秀的主攻手必须技术全
面，不能得 19 分送 18 分，没有这样算
账的。
”
（小新）

据新华社曼谷 5 月 23 日电 （记者杨舟）在泰
国首都曼谷举行的 2018 年世界羽联汤姆斯杯暨
尤伯杯羽毛球赛 23 日进入小组赛第四天，中国女
队在尤伯杯小组赛最后一战迎战印尼，最终以 3：
2 获胜，
以小组第一出线晋级八强。
一单对决中，
陈雨菲以21：
10、
21：
15轻松战胜
印尼选手菲特里亚尼。一双对决，
中国队陈清晨/贾
一凡以21：
13、
21：
19击败印尼组合波利/拉哈尤。
二单比赛中，高昉洁以 21：23、16：21 不敌印
尼选手东宗。二双对决，中国队黄雅琼/汤金华以
两个 21：16 击败印尼组合哈里斯/普拉蒂普塔。
三单中国队再度输球，李雪芮以 21：15、19：
21、18：21 不敌哈塔万。

世界女排联赛澳门站

中国女排3：1胜泰国队
5 月 23 日晚，在世界女排联赛澳门站第二轮比赛中，中国女排以 3：1
战胜泰国队。图为中国队队员段放在比赛中扣球。
小新发

省中学生女足锦标赛收兵

大侃台

现在不是质疑李盈莹的时候

■ 阿成
不久前结束的 2017-2018 赛季女
排超级联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一
颗超新星的诞生，
年仅18岁的李盈莹首
次在职业联赛中担当主力，
就爆发出强
大的攻击力，
帮助天津队重夺联赛冠军，
还打破了多项女排联赛历史得分纪录。
李盈莹的横空出世，不禁让人憧

憬中国女排无限美好的未来。朱婷已
在欧洲赛场实现大满贯，收割了各种
MVP，
“世界女排第一人”的称号几无
争议，如今再有超级新秀李盈莹相助，
已是世界杯和奥运会双料冠军的中国
女排，往后哪里还有敌手？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想象中
的美好和顺畅。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
女排联赛，中国女排连续输给韩国和

我省三名足球小将
入选U12国少集训队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海南中海
足球俱乐部 3 名 12 岁球员吉训正、陈
长宏和韩昌定 23 日入选了全国 2006
年龄段（U12）国少集训队。
为了选拔优秀足球人才，完善国
家青训梯队建设，本次 U12 国少集训
队挑选了国内 80 名适龄球员。中国
足协男足青训部计划在 6 月 1 日至 4
日 举 行 本 次 U12 国 少 集 训 队 的 集
训。据了解，在本次集训中，中国足协
专家组将对每位球员进行技战术能
力、比赛作风等几方面评估观察，优秀

球员将进入下一阶段的集训。
吉训正、
陈长宏和韩昌定最近代表
海南省 U13 队参加了全国青超联赛。
在该项比赛中，
他们 3 人表现出色。目
前，吉训正就读海口市英才小学，
他能
司职前卫和边后卫，基本功扎实，
防守
能力强，视野开阔，组织进攻能力强。
陈长宏就读于省农垦直三小，
能踢边锋
和中锋，是一名很有威胁的射手，
他的
突破能力较强。韩昌定就读于海口景
山学校，他是一名边路好手，
基本功扎
实，
控制球能力和阅读比赛能力较强。

波兰，
遭遇两连败，而初登国际赛场的
李盈莹，并不像在国内联赛一样威风
八面火力全开，
反倒放大了一传、
拦网
等环节的弱点。这两场失利，让李盈
莹开始受到质疑，她未来的发展前景
似乎也有了更多的未知数。
回过头来仔细一想，
我们是不是对
一名年仅 18 岁初登国际赛场的新秀太
过苛刻了？朱婷和张常宁两大主攻手

缺阵，李盈莹担当起第一进攻点的重
任，
我们当然期待她的国际赛场首秀能
大放异彩，但发挥不理想也是正常的，
甚至可以说多少在预料之中。当初，
我
们不是说过李盈莹需要更多的磨练，
还
需要苦练以加强一传、拦网等能力吗，
怎么才打了几场国际比赛，
就对一个刚
刚起步的小姑娘失去信心了。
年纪轻轻就在国内赛场赢得荣誉

前国脚郭亿军出任
海南海口队代理主教练
本报海口 5 月 23 日讯 （记者林
永成）海南足球俱乐部今日宣布，张
兵不再担任海南足球俱乐部球队主
教练，
前国家队队员郭亿军将担任球
队代理主教练。
张兵在本赛季担任海南海口队
主教练期间，率队在 2018 足协杯比
赛中打进第四轮。但在中乙联赛赛
场战绩不佳，8 轮比赛过后仅取得一
场胜利，以 1 胜 2 平 5 负积 5 分的成
绩排名南区倒数第三，
球队得为保级
而战了。随着张兵的
“下课”
，海南海

口队建队至今共经历过 4 任主帅：李
晓、麦超、安东尼（过渡）和张兵。
郭亿军已从事足球工作 39 年，
履历丰富。他曾是国家队和广东足
球队队员，曾随中国队征战 1988 年
汉城奥运会。退役后，
郭亿军先后担
任广东足球队主教练、广东宏远青年
足球队主教练等职务，
曾带队获得全
国 U23 男子足球联赛第四名、2000
年全国 U19 男子足球冬季联赛第二
名、2009 年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乙
组第四名等佳绩。

和赞誉，李盈莹的职业生涯可谓高调
起步。如今在国际赛场初遇挫折，对
于她的成长未必是坏事。如果说李盈
莹的成长必须经过历练，那么现在输
球的锻炼价值或许比赢球更大，因为
输球更能暴露其自身的不足。
本次世界女排联赛让球迷清醒地
认识到，如今的李盈莹还远没到与朱
婷相提并论的高度。李盈莹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至于未来能上升到多高
的高度，要看她的努力和造化了。而
球迷和舆论要足够宽容，切莫让一时
的挫折挫伤了小姑娘的信心。

NBA西部决赛战报
勇士

（总比分战成 2：2）

本报海口 5 月 23 日讯 （记者卫小林）
“奔跑
吧！宝宝”第二届高培臻爱精英宝宝运动会，将于
5 月 27 日在海口万达广场拉开帷幕。
据悉，
本届宝宝运动会除了 5 月 27 日在海口万
达广场开启第一场海选赛外，
还将在海口海甸城、
海
垦广场、友谊阳光城等大型商场持续举办海口专场
比赛，
整个运动会将在全省范围内持续举行 5 个月
海选比赛，
每周末举办一场海选赛，
共举办18场。
本届宝宝运动会赛事将以“超级奶爸”
“ 小小
搬运工”
“ 爬山涉水”
“ 阳光隧道”
“ 龟兔赛跑”等趣
味家庭游戏为主。海口广播电视台《宝贝真棒》栏
目全程跟拍并播出海选赛。

亚冠1/4决赛
东亚区对阵
VS鹿岛鹿角
全北现代VS水原三星
天津权健

比赛时间：8 月 28 日和 9 月
18 日，权健先客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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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大片《超人总动员2》下月登陆海南

作家王蒙在巴西办讲座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 5 月 22 日电 （记者张启
畅）著名作家王蒙 22 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大学
举办讲座，介绍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魅力。
作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中华文化讲
堂”系列活动的一部分，王蒙讲座的主题为
“中国：
传统与现代化”
。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
中国驻
巴西大使馆公使宋扬和文化参赞石泽群，以及巴
西利亚大学师生近百人聆听了讲座。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王蒙讲述了中华文化的
历史渊源和“性本善”的特征以及对邻国的影响，
强调了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注重仁义礼智信、中庸
的思想内涵。
一个多小时的讲座结束后，听众仍意犹未
尽。在随后的问答环节，王蒙进一步强调中华文
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了中华文化，
世界文化才更显丰富”
。

将于6月22日在全省各大院线上映

脑动画片，该片不仅票房高，而且非
常有艺术价值，在 2005 年的奥斯卡
颁奖典礼上，该片一举夺得最佳动画
长片大奖，同年还包揽了美国动画界
权威的安妮奖 10 项大奖，至今无人
能敌。
据悉，
《超人总动员 2》将在前作
基础上更进一步创新，故事也将更加
精彩纷呈：弹力女超人巴荷莉成了风
光无限的女英雄，在外面大显身手对
抗犯罪分子，而超能先生巴鲍勃则变
身全职“家庭主夫”，在家里指导大儿
子写作业，靠讲故事哄小儿子入睡，
但又总被超能力爆发的熊孩子折腾
得焦头烂额。随着更加强大的反派
登场，超人一家必须迸发出全部潜能
才有机会获胜，于是，超人全家联合
起来共同对抗强敌。续集片中这些
反常的人物设置，将为影迷带来令人
捧腹的幽默元素，也将让影迷体会到
更多正能量。

国图推出科技创新音乐会
科技、艺术、知识元素紧密结合有看点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捐戏服

动画片《超人总动员 2》剧照

贾樟柯新片《江湖儿女》9月上映
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 （记者
白瀛）导演贾樟柯 23 日在京宣布，他
的新片《江湖儿女》定档 9 月 21 日。
该片由廖凡、赵涛、冯小刚、徐峥联合
主演，讲述了一段跨越 17 年的“狂暴
爱情故事”，曾入围今年戛纳国际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
贾樟柯介绍，
《江湖儿女》的中文
影片名，引自著名电影导演费穆生前
筹拍的最后一部影片；两位主人公
“巧巧”
“斌哥”在时代变迁、江湖风浪
中共同走过相爱相守、江湖械斗、牢
狱之灾，斌哥在名利重压下背弃了过
往经历和身边人，而原本在江湖之外
的巧巧却因为坚守爱情而真正继承
起江湖信念和情义。
“这部电影来源于真实的人物，
也与我的两部电影《任逍遥》
《三峡好

据新华社雅典 5 月 23 日电 （记者刘咏秋）中
国驻希腊大使馆向比雷埃夫斯银行文化基金会捐
赠中国戏剧服饰仪式，
22 日晚在雅典举行。
希腊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比齐奥拉斯、前总理
萨马拉斯、比雷埃夫斯银行文化基金会主席斯塔
伊科等中希各界约 150 人出席了捐赠仪式。
中国驻希腊大使邹肖力介绍说，此次捐赠的
28 件（套）中国戏剧服饰是近年来访问希腊的中
国各地代表团送给中国驻希使馆的，曾经在多个
重要文化场合展出。
据悉，这批赠品大部分将陈列在希腊西部科
孚岛上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另有一小部分丝
绸戏服将在希腊北部索弗里的丝绸博物馆展出。

儿童绘画比赛海口启动

《江湖儿女》剧照

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 （记者
路风情》等经典乐曲，让观众在欣赏美
周玮）
“书香筑梦·科技兴国——2018
妙音乐的同时，领略科技创新在艺术
国家图书馆科技创新音乐会”22 日晚
表演中所展现的独特魅力。
在国图艺术中心上演。这是国家图书
在这台新意频出的音乐会上，嘉
馆首次通过舞台艺术形式展现发明成
宾和主持人分别讲述了“国图的文献
果、传播科技知识，1000 多名观众观
修复”
“ 航天科技守护国家珍贵典籍”
看了此次公益演出。
“高铁列车的基石”等与我们生活相关
本次音乐会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的科技发明故事。
主题，将科技、艺术、知识元素紧密结
据介绍，5 月 19 日至 5 月 26 日科
合，精心设计了歌舞、乐器演奏、科技
技活动周期间，国图艺术中心还为广
故事讲述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内容。现
大读者带来了 9 场公益讲座，讲座内
场所使用的很多乐器都是科技发明成
容以艺术与科技的有机融合为主线，
果，如新型民族乐器丁笛以及将胡琴、
通过向读者讲述科技对电影、动漫、音
三弦、箜篌、竖琴等乐器整装为一身的
乐、杂技等不同艺术门类的影响，
向读
文琴等，专业演奏人员利用这些造型
者普及科技文化知识，让读者体验科
新颖的乐器，演绎出《康康舞曲》
《吹起
技创新与文化艺术相得益彰、密不可
芦笙唱丰收》
《天路》
《故乡的歌谣》
《丝
分的紧密联系。
■■■■■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
2018 年海南省中学生运动会女子足球赛暨中学
女子校园足球联赛近日在琼海嘉积第二中学收
兵，琼中队在决赛中战胜海口 1 队夺得冠军。海
口 1 队名列亚军。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省内 9 支中学生女子足球
队参加，比赛分为小组循环赛和淘汰赛两个阶
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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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本次比赛第 3 名至第 8 名的分别是海南
中学队、海口 3 队、洋浦经济开发区队、海口 2 队、
儋州队和琼海队。

“奔跑吧！宝宝”运动会
本周日在海口开幕

92：95火箭

文娱新闻 综合

本报海口 5 月 23 日讯 （记者卫
小林）迪士尼影业公司出品的动画片
《超人总动员 2》今天由中影集团宣布
正式引进我国内地，将于 6 月 22 日全
国公映，海南各大院线同步上映，这是
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
《超人总动员 2》与第一
部《超人总动员》之间隔了 14 年，虽然
续集片的编导仍为第一部影片的编导
布拉德·伯德，但续集片的制作班底更
加强大，制作技术水准将远超前作。
因为这批技术人员在这 14 年间制作
了许多动画大片，如《寻梦环游记》等
就广受全球影迷好评，在票房上屡创
新高，仅在我国内地，
该片票房就达到
12 亿多元，至今稳居中国内地动画电
影排行榜票房亚军高位。
我省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以
前的动画片基本上都是以动物为主
角，但 2004 年底上映的第一部《超人
总动员》，却是首部以人为主角的电

琼中队夺得冠军

人》有关。那两部电影中隐约的背
景、没有详细展开的情节，是《江湖儿
女》的故事主体。
”
贾樟柯说。

■■■■■

当地时间 5 月 11 日晚，
《江湖儿
女》在第 71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进行
了全球首映。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为迎接“六一”国际儿
童节到来，献礼海航创业 25 周年，海口海航日月
广场启动首届儿童绘画比赛，并定于 6 月 2 日在
海航日月广场颁奖。
据介绍，本届绘画比赛以“我的最美妈妈”为
主题，旨在对儿童艺术创作进行评比。作为一项
公益性绘画比赛，主办方要求参赛学生先在自家
创作作品，然后将作品上传到赛事平台报名，6 月
1 日前还需到海航日月广场进行线下创作。
据悉，学生上传到线上的作品将由公众投票
评选“大众最喜爱的作品”，组委会将依据参赛作
品得票的多少，分别评选出安徒生童画奖 15 名、
达芬奇童画奖 15 名、格林童画奖 15 名，获奖学生
将于 6 月 2 日在颁奖典礼上获得相应的奖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