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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北京时间5月27日凌晨，欧洲冠
军联赛决赛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上
演，由皇马对阵利物浦。如果皇马夺
冠，将成就欧冠改制后的首个三连
冠；如果利物浦捧杯，将是该队创造
伊斯坦布尔奇迹后，时隔13年再登欧
洲足球的巅峰。

齐达内是幸运的，在其短短的执
教履历里，就率队夺得多个奖杯，其
中卫冕欧冠无疑是最为辉煌的伟
绩。2016 年初齐达内被正式任命为
皇马主帅，几个月后就率队夺得欧
冠；次年成功卫冕，皇马成为欧冠改
制后第一支成功卫冕的球队。当然，

齐达内的成功，背靠的是号称“世纪
最佳”的豪门球队，因而他的执教声
誉与战绩并不相符。

与齐达内相比，利物浦主帅克洛
普就得叹“命苦”了。“渣叔”此前曾两
度率队打入欧冠决赛，均铩羽而归。
在其他赛场，“渣叔”的决赛胜率也很
低，最近5次决赛都抱憾离场。不过，
在这些决赛中，克洛普的球队多是明
显弱势的一方，因而这些决赛失利并
不太影响人们对其执教能力的评价，
他已被很多人列入“名帅”之列。但
没有大赛冠军在手，克洛普的“名帅”
名头多少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他急需
打破亚军宿命，为自己正名。

不仅克洛普要打破亚军命，利物

浦也要改写关键时刻功亏一篑的命
运。提起利物浦，人们总会想起伊斯
坦布尔奇迹。但伊斯坦布尔奇迹已
过去13年了，这些年来，利物浦屡屡
与奖杯缘悭一面，攒了不少“老二”的
标签，留下许多痛苦的回忆。

这一次，克洛普的球队又是弱
势的一方，赛前的夺冠呼声夺冠赔
率，都明显看好底蕴深厚的皇马。
有意思的是，弱势的利物浦偏偏踢
的是疯狂的攻势足球，而大牌云集
的皇马，却踢法保守，在沉闷、被动
的场面中，凭着经验和效率闯过一
关又一关。

这场决赛，很可能强弱之间攻守
易位，相对较弱的利物浦继续不管不

顾“疯逼抢”，随时随地发动快攻；强
队皇马则淡定从容化解对方的攻势，
靠前场球星反击得分“气死你”。胜
负的关键，要看萨拉赫、菲尔米诺和
马内组成的“三叉戟”，能否冲乱皇马
的防线；也看利物浦相对较弱的防
守，能否防范C罗等球星偶尔发射的
夺命冷枪。

克洛普能否打破“亚军命”？海口小学幼儿园
国象联赛收兵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星艺装饰杯”
海口市第10届小学、幼儿园国际象棋
联赛近日在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结束。

海口市小学、幼儿园国际象棋联
赛自 2009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了 10
届。本次比赛吸引了海口市69所学
校和幼儿园的863人参赛。比赛按年
级和男女分为12个组别，共赛7轮。
最终，苏星旭和李羽涵分获幼儿园男
女组冠军，罗浩洋和侯熙闻分获一年
级男女组冠军，司祚伊和仲昭羲分获二
年级男女组冠军，李亿豪和陈溪亭分获
三年级男女组冠军，陈虹光和邓子琪分
获四年级男女组冠军，韩宁远和徐夕捷
分获五六年级混合男女组冠军。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教育局主办，
海南省国际象棋协会等单位承办。

■ NBA东部决赛前瞻

骑士能否坚持到抢七？
NBA东部决赛第六战北京时间5月26日进

行，总比分2：3落后的骑士背水一战，输球就得各
回各家，赢了还有赴波士顿抢七决胜的机会。

好在第六战骑士主场作战。本赛季季后赛，骑
士的主场十分牢固，除了首轮系列赛输给步行者一
场外，其他主场全胜。而且，包括常规赛在内，骑士
本赛季至今4次面对凯尔特人保持全胜。东部决赛
前5战，两队都保住了主场，而且主客场的表现大相
径庭，一回到主场，队员们不仅劲头十足，投射手感
也顺了。凯尔特人“主场龙，客场虫”的表现更为明
显，季后赛至今主场全胜，而打了7个客场，仅取得1
胜。如此看来，第六战骑士获胜的希望很大。

如果进入抢七大战，坐镇主场的凯尔特人还
是拥有更大的晋级机会，但这并不表示凯尔特人会
轻易放弃第六战。在第五战中，凯尔特人的策略非
常明确，就是全力消耗詹姆斯，而詹皇也显露出疲
态。第六战，凯尔特人应该还会全力封锁詹姆斯，
这就需要骑士队友站出来发挥作用，否则詹皇恐难
力挽狂澜。此外，如果第六战战况一直胶着，压力
更大的骑士也有主场输球的危险。 ■ 林永成

詹姆斯和哈登
领衔NBA最佳阵容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4日电（记者王集旻）
NBA24日公布了本赛季最佳阵容第一阵容名单，骑
士队球星詹姆斯和火箭队后卫哈登均以全票入选。

同詹姆斯、哈登一同入选第一阵容的还有鹈
鹕队前锋戴维斯、开拓者队后卫利拉德和勇士队
前锋杜兰特。

在15年的职业生涯中，詹姆斯12次入选最
佳阵容第一阵容，创造了新的纪录。哈登则是本
赛季常规赛的得分王，场均能拿到30.4分。此
外，詹姆斯、哈登和戴维斯均是本赛季常规赛最有
价值球员的候选人。

NBA当日还公布了最佳阵容第二阵容和第
三阵容，其中入选第二阵容的有雄鹿队“字母哥”
安特托昆博、雷霆队后卫威斯布鲁克、76人队中
锋恩比德、马刺队前锋阿尔德里奇和猛龙队后卫
德罗赞。第三阵容中有勇士队后卫库里、步行者
队后卫奥拉迪波、雷霆队前锋保罗·乔治、森林狼
队中锋唐斯以及后卫巴特勒。

NBA西部决赛战报
火箭98∶94勇士

（火箭总比分3∶2领先）

本报讯 北京时间5月25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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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决
赛中，中国男队以3∶1击败印尼队，重
返汤杯决赛。

在下午开战的尤伯杯半决赛中，
中国女队经过6个多小时角逐，以2∶3
不敌泰国止步四强，中国队三个单打
全部失利。这是自 1984 年国羽女
队开始参加尤伯杯以来，首次无缘
决赛。

中国羽毛球队2016年失去汤杯，
2017年没了苏杯，如今再失尤杯，三
年间接连丢掉了世界羽毛球三大团体
赛事的冠军。好在中国男队打入决
赛，就看他们能否夺回汤杯了。

在汤杯中国队与印尼队的半决赛
中，第一单打谌龙以2∶0（22∶20/21∶
16）战胜金廷，为中国队取得开门
红。随后第一双打刘成/张楠在先赢
一局的形势下被对手逆转，以1∶2（12
∶21、21∶17、21∶15）不敌苏卡姆约/费
尔纳迪，总比分变成1∶1。第二单打
对决，中国队石宇奇以2∶1（18∶21、21

∶12、21∶15）逆转乔纳坦，中国队总比
分2∶1再度领先。在第二双打比赛
中，刘雨辰/李俊慧以2∶1（21∶17、18∶
21、21∶12）击败阿山/塞迪亚万，为中
国队锁定胜利。

在尤杯中国队与泰国队的半决
赛中，中国队陈雨菲第一局顺利压
制对手拉差诺以 21∶15 取胜，然而
第二局拉差诺更为主动，比分不断
拉大并以21∶9取胜，第三局陈雨菲
以14∶21不敌对手。这是陈雨菲首
次输给拉差诺。

第二场的女双对决中，面对泰国
组合宗功攀/拉温达，“凡尘组合”陈清
晨/贾一凡以2∶0（21∶17、22∶20）获胜。

第三场女单对决，泰国选手妮查
恩以2∶1（19∶21、21∶19、21∶12）击败
中国队高昉洁。高昉洁第一局压制对
手，第二局惜败，第三局被对手大比分
压制。

第四场两队的女双第二轮对决更
是胶着，耗时1小时38分。第一局，
黄雅琼/汤金华面对泰国队的普提达/
沙西丽以24∶26先失一局，第二局以

21∶17扳回一局，第三局开局领先但
被对手不断追分，最后时刻才以21∶
18胜出。

在最后一场女单对决中，中国队
老将李雪芮以0∶2（11∶21、9∶21）被布
沙楠大比分击败。李雪芮赛后表示，

“对手今天速度很快，自己在风向上控
球上一直在失误，我老想着控球，失误
太多。”丢掉决胜场的李雪芮很自责：

“其实队友很努力地把比分扳成2∶2
了，我很想拿到这一分，但确实表现太
让人失望了。”

赛后，国羽女队一些队员没有留
在场内为打汤杯半决赛的男队友加
油，她们离开了赛场，互相之间鲜有交
流，身影落寞，对球迷合影的请求也没
有给予回应。

泰国队历史上首次进入尤杯决赛，
她们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小新）

中国男队击败印尼重返汤杯决赛
女单尽墨不敌泰国，中国女队首次无缘尤杯决赛

➡ 在中国队与印尼队的汤杯半
决赛中，第二单打石宇奇为中国队赢
得关键一分。图为石宇奇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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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筹备第二届国际音乐节
本报三亚5月25日电（记者孙婧）基于首届

三亚国际音乐节举办时人气高涨，主办方已开始
筹备新一届活动，记者今天从三亚有关部门获悉，
第二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将于年内举办。

据介绍，今年3月1日至3日举办的首届三亚
国际音乐节，通过邀请世界顶尖电音DJ助阵，吸
引了世界各地电音迷汇聚三亚，其中场内观众达
10万人，全民参与者超50万人次，门票和周边消
费达到10亿元交易额，线上微博话题量破5亿，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据了解，新浪微博、独角兽科技企业柔宇科技、
时尚生活品牌ilife三家企业已与三亚国际音乐节
签订战略合作和赞助协议，欲通过“文娱+社交”

“文娱+科技”“文娱+消费”碰撞出更多合作火化。
主办方透露，第二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将以“接

轨国际、极致体验、梦幻场景”为原则，对音乐节的
舞台、特效、电音内容、现场体验等方面再次升级，
主办方还将陆续到上海、深圳、广州、成都等多座
城市举办推介活动。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徐
晗溪 王玉洁 通讯员王卓森）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文学作品选集

“八面来风”（五卷本）首发式今天下
午在海口国秀城三环书苑举行。

据介绍，这套文学作品选集由

海南省作家协会策划、选编，海南出
版社出版发行，分中篇小说卷、短篇
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文学评论
卷。该选集荟萃了2013年至2017
年五年间海南作家创作的优秀作
品，是被称为“文学海军”优秀作品

的一次集中展示。
据了解，入选作品集的作者大多

数是本土作家，不少作品是发表在国
内著名文学刊物上，作品所写内容基
本是海南题材，见证和记录了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来海南的成长

与发展。
首发式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作

协和海南出版社联合主办。首发式
上，省作协还向省图书馆、海南大学
图书馆、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琼台
师范学院图书馆赠送了该书。

“八面来风”文学作品选海口首发

本报海口 5 月 25 日讯 （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王娇）久久不见久久
见——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暨第四届海南方言歌曲创作演
唱大赛颁奖礼，昨天晚上在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举行。由冯磊作词、作曲的
《海风》获得创作比赛一等奖，陈琼琳
获得演唱比赛冠军。

第四届海南方言歌曲创作演唱
大赛是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联、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大型海南
方言赛歌节目，比赛分创作比赛和演
唱比赛两大部分，分设一、二、三等奖
和冠、亚、季军以及优秀奖。本届颁
奖礼除了为获得本届比赛奖项的作
品和选手颁发相应奖励之外，还特别
设置了最高网络点击率奖、最高传唱
度奖以及突出贡献奖3个特殊奖项。

昨晚的颁奖礼为广大海南方言
歌曲爱好者献上了一台丰富多彩的

海南方言歌曲视听盛宴，其中涵盖了
海南话、黎话、苗话、儋州话、临高话、
客家话等多种海南方言的音乐作
品。冯磊、吴晓芸、强哥、阿侬子黎、
吴不为、陈琼琳、陈小亮、麦昌崛等海
南本土歌手倾情献唱。

海南方言歌曲独具海南地域特
色的词曲曼妙动听，悠扬的旋律也受
到海外琼籍华人喜爱。热爱海南方
言歌曲的马来西亚华人叶恩琦、叶俊

毅两位学生就来到颁奖礼现场，为观
众唱起了来自海外的乡音。颁奖礼
最后阶段，现场所有人一同哼唱起了
《久久不见久久见》，向海南音乐文化
以及为其作出贡献的音乐人致敬。

经过四届比赛的积累与沉淀，海
南方言歌曲创作演唱大赛已成为海
南方言歌曲原创作品的资料库和孕
育海南本土歌手的摇篮，为弘扬海南
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四届海南方言歌曲创作演唱大赛落幕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卫

小林）引进科幻大片《侏罗纪世界2》
今天宣布在我国定档，将于6月15日
全国公映，海南各大院线同步上映，这
是记者从我省院线业内获悉的。

据介绍，3年前的2015年6月10
日，第一部《侏罗纪世界》引进我国上
映，当年非常轰动，在全国创下14亿
多元的高票房。与当年一样，中国影
迷仍先于北美影迷一周看到该片。

记者了解到，在《侏罗纪世界2》
中，克里斯·帕拉特扮演的“驯龙师”欧
文·格莱迪与布莱丝·达拉斯·霍华德
扮演的侏罗纪公园运营经理克莱尔等
主角都悉数回归。

据悉，该片从第一部中被遗弃的
纳布拉尔岛侏罗纪公园开始，讲述欧
文与克莱尔想保护岛上幸存的恐龙。
两人在熔岩喷发之际来到危险的岛
上，殊不知由此揭开了一个可能让地
球回到史前时代混乱秩序的大阴谋。

《侏罗纪世界2》
6月在琼上映

经典话剧《玩偶之家》
将来海口演出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卫小林）经典话
剧《玩偶之家》昨天通过海口市有关部门评审，将
作为海口市精品文艺演出剧目引入，确定于今年
第三季度来海口演出，这是记者今天从演出申报
方海南圣诺田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获悉的。

据介绍，话剧《玩偶之家》是素有“现代戏剧之
父”美誉的著名戏剧家易卜生的代表作，此次来海
口演出的班底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打造，该院著
名导演任鸣执导，将以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和制作
精良的品质向这部经典作品致敬，同时也为海南
观众带来世界经典文艺佳作。

据了解，任鸣曾执导过《王府井》《风雪夜归
人》等多部著名话剧作品，此次对《玩偶之家》的二
度创作也颇有新意，他将从该剧过去一贯的重点
表现女权主义转移到更具生活韵味的婚姻、家庭
等方面矛盾上来，旨在引发当代中国观众对人生、
家庭的更多共鸣与思考。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良
子）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海
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海南省残疾人基
金会承办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
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地启动仪式
《我的梦》公益演出今晚在海南省歌舞
剧院上演。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为海口
1000多名观众奉献了一台充满艺术
魅力的精彩演出。

今晚的省歌舞剧院座无虚席，演
出以芭蕾手语诗《我的梦》拉开序幕，
来自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40多位演
员为在场观众带来了常演不衰的《千
手观音》、手语诗、歌舞、京剧和器乐演
奏等14个类型多样的节目。舞台上，

这些或聋哑、或失明、或肢体残缺的特
殊演员们，用天赋、意志和汗水献上的
这台演出，以震撼心灵的精湛表演、独
具魅力的艺术创造、自强不息坚韧不
拔的精神风貌，深深地感染了现场观
众。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以起立鼓
掌的方式，向所有演职员们致以深深
的敬意和谢意。

据了解，5月26日，中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孤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
地启动仪式将在海口举行。为配合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独症儿童（南
方）康复基地正式启动，中国残疾人艺
术团于5月25日至29日，在海口市和
三亚市总共举行4场公益演出。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地海口启动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来琼演出《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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