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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北京时间5月27日凌晨，皇马在
欧冠决赛中以3：1击败利物浦，成就
欧冠改制后的首个三连冠伟业，齐达
内也成为首位带队连续 3 个赛季夺
得欧冠冠军的主教练。皇马的欧冠
冠军奖杯也收集到 13 个，遥遥领先
其他豪门。

皇马和齐达内创造的伟业已载
入俱乐部和足球世界的史册，供人景
仰。然而，关于这场决赛，深深印入
人们脑海的是两名球员——利物浦
门将卡里乌斯和皇马前锋贝尔，确切
地说，是这两名球员制造的三个或诡
异或神奇的进球，而这三个进球，直
接决定了冠军的归属。

拉拉纳失误“传”给伊斯科的球，
被后者打在横梁上，利物浦已逃过一

劫，但卡里乌斯亲手再送上“大礼”，
他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竟然把球直
接抛在本泽马的脚下，皮球反弹入球
门。这个失球，是职业足球赛场上难
得一见的愚蠢和诡异的失球。

贝尔反超比分的神奇倒钩，卡里
乌斯只有干瞪眼的份了，全世界球迷
则是满脸的惊讶，这种天外飞仙只应
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齐达内又
一次手拍自己的光头，这个动作他在
与尤文的比赛中C罗倒钩进球时曾
做过，而贝尔的进球看起来比C罗的
难度更大。

再之后是卡里乌斯的“黄油手”
标准示范，贝尔一记软绵绵的远射连
业余守门员都能化解，卡里乌斯竟然
鬼使神差将球漏入网窝，“假”得令人
难以置信。卡里乌斯的这个失球，让
队友泄气，为对手锁定胜局。

卡里乌斯的这种低级失误，出现
一次都堪称奇观，他竟然一场比赛就
犯了两次。赛后他伤心痛苦的样子

让人不忍过多指责，然而，他需要多
少时间才能从自责中释然？贝尔对
自己的惊世倒钩应该也很惊讶，因为
他当时并不知道皮球去向何处。这
种球，他再踢一百次都未必能破门。

诡异的还有利物浦王牌萨拉赫
上半场受伤离场，这个意外让崇尚进
攻的利物浦不得已转入守势，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直接导致场上攻守易
势。这场诡异的决赛，可以视为皇马
这个欧冠赛季运势的总结，他们的场
面并不令人信服，但总有运气相助。

唯物论者不应该相信鬼神灵异，
年轻门将卡里乌斯的离奇失误，可以
解释为大场面下紧张失措。至于皇
马的运气，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
的强大和雄厚底蕴给对手带来无形
压力，压力之下难免会犯错。贝尔这
个赛季大部分时间被齐达内摁在板
凳上，这场比赛又是替补上场，他的
神奇表现又一次让人们感慨：皇马有
的是好球员。

欧冠决赛：诡异与运气背后有什么？

新华社曼谷5月27日电（记者
杨舟）2018年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
赛27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中国
队以3：1战胜日本队，时隔6年再夺
汤姆斯杯，这也是中国队队史上第
10次夺冠。

一单对决中，中国队谌龙以 9：
21、18：21不敌日本队桃田贤斗，日
本队大比分 1：0 领先。此次对决
中，谌龙几乎一直落后，不停在追赶
对手。

一双对决中，日本队用井上拓
斗/金子祐树替换掉了嘉村健士/园
田启悟。虽然刘成/张楠在2017年
香港公开赛曾负于对手，但二人还是
顶住压力以21：10、21：18为中国队
扳回一分。

随后的二单对垒，石宇奇挑战日

本选手西本拳太。石宇奇轻松地以
21：12拿下第一局，第二局则以21：
17艰难拿下，将大比分扳成2：1。

二双对垒成为关键，中国队李
俊慧/刘雨辰对阵园田启悟/渡边勇
大。两人第一局 17：21 输给对手，
第二局以 21：19 扳平。决胜局末
段，日本组合连得2分以20：18获得
赛点，关键时刻中国队连续得分以
22：20逆转取胜，以3：1的总比分成
功捧杯。

国羽单打主教练夏煊泽表示，中
国队2014年、2016年都丢了汤姆斯
杯，今年拿回来非常激动，想感谢很多
人。国羽双打主教练张军则说，队员
表现都非常好，日本队也发挥出了很
高的水平，特别是第二场双打，没想到
新组合可以发挥出这样的水平。

决赛3：1力克日本

中国男羽时隔6年再捧汤姆斯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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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洛杉矶5月27日电 在
今天结束的2018国际田联钻石联赛
尤金站上，在男子百米赛中，中国名将
苏炳添跑出9秒90，尽管因为超风速
并不会被正式统计，但这是苏炳添的
个人最好成绩。

此次男子百米赛云集了众多高

手。最终美国选手贝克以9秒78率先
撞线，科尔曼以9秒84拿到第二，英国
人普雷斯科德9秒88获得第三，苏炳
添9秒90位列第4。由于比赛时现场
风速为顺风2.4米/秒，因此上述成绩
均为超风速成绩，不会被正式统计，但
这也是苏炳添个人生涯的最好成绩。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

苏炳添超风速跑出9秒90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6 日电
（记者王集旻）在26日进行的美职篮
西部决赛第六场比赛中，主场作战的
勇士队在落后17分的情况下以115：
86大胜火箭队，将总比分追成 3：3
平，双方将于当地时间28日在火箭主
场进行“抢七”大战。

双方外线均有不俗表现，勇士投
中16个三分，而火箭有15个。勇士

方面伊戈达拉因伤连续第三场缺阵，
但队友们的表现可以让他安心在替补
席上看球。“水花兄弟”表现出众，汤普
森射下九个三分球，拿到35分，库里
有29分入账，其中有5个三分。

火箭方面，哈登获得32分、9次
助攻和7个篮板，戈登拿下19分。保
罗虽然无法上场，但也随队来到现场，
他的缺阵对火箭队影响显而易见。

勇士主场大胜火箭

NBA西部决赛进入“抢七”

三亚中小学足球联赛收兵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记者徐慧玲）由三亚

市教育局主办的“2018年三亚市第三届中小学足
球联赛”昨天在海南中学三亚学校落幕。此次足
球联赛共有38所学校65支代表队900多名中小
学生参赛，赛程一个多月。

经过激烈角逐，三亚市回辉小学代表队获得小
学男子组U8第一名，三亚市天涯小学代表队获得
小学男子组U10（五人制）、小学男子组U12（八人
制）、小学女子组U12（八人制）三个组别的第一名，
三亚市过岭中学代表队获得初中女子组（八人制）第
一名，三亚市四中代表队获得U13男子组（八人制）
第一名，三亚市一中代表队分别获得U15男子组
（十一人制）、高中男子组（十一人制）第一名。

“热血足球争霸赛”
昨在海口开踢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口
市文体局主办的2018全民健身运动推广季“热血
足球争霸赛”，今天在海口滨江球场开赛。省内
16支足球队参赛。

本次比赛采用7人制。比赛共分上下半场各
30分钟，每场比赛可随意更换球员。比赛分为小
组单循环和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在小组首轮比
赛中，金众实业老爷车队2：2战平狼族队，植之道
队2：2战平黑默丁格队，爱球者足球队2：3负于
东方胜乐门队，2008足球队7：1大胜那些年队，
琼海碧海天乐友队4：1轻取劲风足球队，琼海大
容队8：3 大胜秘密咖啡小飞虎队。

省运会群众比赛女篮小组赛战罢

海口队和澄迈队
获小组第一直通四强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
群众比赛篮球赛女子组比赛，5月27日在乐东灯
光球场结束小组赛的争夺，海口队和澄迈队分获
两个小组第一名。

本届省运会群众比赛篮球赛女子组比赛共有6
支球队参赛，比赛分为小组赛和交叉淘汰赛两个阶
段。根据竞赛规程，6支队伍分成两个小组打单循
环赛，两个小组第一名直接进四强，两个小组的第二
名和第三名交叉对阵，决出最后两张四强入场卷。

小组赛27日全部结束，海口队两战全胜获A
组第一名，琼海队和五指山队分获第二名和第三
名；B组澄迈队两战全胜高居榜首，三亚队获第
二，白沙队列第三。海口队和澄迈队直接进入四
强，琼海队与白沙队、三亚队与五指山队争夺最后
两个四强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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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记者卫
小林）本土电影《梦在脚下》昨天在文
昌东郊椰林的莽莽林海中举行开机仪
式。剧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片将在
海南多个地方取景拍摄，预计7月底
杀青，年底前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

据介绍，《梦在脚下》是海南影视
工作者拍摄的第一部以海南大力发展
沙滩体育为主要内容的青春励志类型
故事影片。剧情讲述在风景如画的海
南某民办足球学校里，来了一群十几
岁的女学生，她们由于各种原因没能
考上大学，但对这座地处椰林深处的
足球学校很快产生感情，尽管这里学
习、生活和训练条件都比较简陋，但她
们还是克服众多困难，接受了常人难
以接受的超强训练，经历了不少家庭、
人生和情感方面的磨砺。足球学校后
来根据海南地处滨海的实际情况，决

定让大家改练沙滩足球，这一转变让
这群青春美少女爆发出了超越常人的
能量，完成了一场又一场重大比赛。

该片由海南本土影视出品人张凯
平和制片人王大海策划拍摄，著名导
演子宸也为该片筹备了3年时间。子
宸在开机仪式上说，他几年前就从北
京来海南旅居，这部电影把他对海南
的热爱之情也融了进去。为让片中人
物在表演上可圈可点，他特地从北京
请来了17岁美少女古曈之出演片中
女主角珊瑚，请来北京小帅哥李乐天
出演片中男主角张海，请到北京女孩
鹿露、余茜原子、刘美涵和海南黎族女
孩黄月娟、周冰洁在片中扮演五朵“小
花”。剧组还邀请了海南本土20多位
有足球学习经历的女孩出演片中的女
子沙足队球员。子宸说，古曈之已有

“小周冬雨”之称，外形和表演风格与

周冬雨非常接近。李乐天已是一位拥
有不少粉丝的小有名气的影视新星，
他一来到海南就和剧组所有演员一
起，接受了一个多月的足球强化训练，
现在主演们都已能完成很多高难度足
球动作。古曈之和李乐天两位主演在
开机仪式上表示，片中这群海南女孩
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们，他们将以海
南女孩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激励自
己，把《梦在脚下》拍成精品。

据悉，《梦在脚下》由海南岛绱文
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摄制并出品，剧
组经过多次全省范围选景，最终选定
在文昌东郊椰林、琼中百花岭和三亚
等地取景拍摄。

以海南沙滩足球为题材

本土电影《梦在脚下》文昌开拍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海南实力
作家小说创作文丛（十卷本）日前由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文丛选取
了杜光辉、张浩文、符浩勇、杨沐、严
敬、韩芍夷、李焕才、陈位洲、吉君臣
和陆小华10位在海南文坛上非常活
跃的实力作家近年来创作的优秀中
短篇小说。

据介绍，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年来，我省作家立足海南积极创作，
以“文学海军”的美誉成为中国文坛
上一股崭新的力量。为向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献礼，充分展示
海南文坛实力作家小说创作整体风
貌，海南省作协副主席符浩勇策划，
并与国内著名当代文学评论家郑润

良共同主编了这套文丛。
记者了解到，该文丛是一套中短

篇小说选，10位入选作家每人一集，
包括杜光辉的有深邃思想性的《嬗
变》，张浩文的赞扬底层百姓美好品
质的《鞋子去找鞋子的朋友》，符浩勇
的对生命意识展开精神探险的《今生
盛宴》，杨沐的女性题材写作《天下洁

白如哈达》，严敬的对生存状态进行
拷问的《芒果园蝴蝶》，韩芍夷的展示
人物情感对撞的《倾听咖啡屋》，李焕
才的大海题材故事《渔头的两个徒
弟》，陈位洲的力图展现人性闪光的
《雄关漫道》，吉君臣的《断桥》和陆小
华的《美人迟暮》也都各具特色并闪
现智慧光芒。

海南实力作家小说创作文丛出版

➡《梦在脚下》主要演员在开机
仪式上亮相。

本报记者 卫小林 摄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王娇）著名漫画家阿桂
读者见面会今天在海口市海甸新华
书店举行，阿桂现场为海南读者分享
了他的创作经历。

阿桂原名桂政华，他创作的《疯
了！桂宝》和《你好！三公主》系列漫
画深受读者喜爱，并先后获得多项大
奖。其衍生的动漫作品也在多家电
视媒体播出，还被动漫网站收录。

见面会现场座无虚席，阿桂的读
者横跨各年龄层，现场气氛热烈。阿
桂与读者分享了“桂宝”诞生的过程，
并从他小时候在墙上作画的经历谈
到现在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生活，我

们要热爱与观察生活，才能发现生活
中的美。”阿桂用自己的创作经验勉
励现场读者。

互动环节结束后，阿桂还举办了
签售活动，现场读者反响热烈。

漫画家阿桂读者见面会海口举行

国图启动系列活动
“致敬经典”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
者周玮）“致敬经典之四大名著”首场
名家讲坛27日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
评书名家田连元为千余名到场读者带
来公益讲座《读书与说书》。

作为《水浒传》评书版主讲人，田
连元以自己的从艺过程为主线，向读
者讲述了读书与说书的关联。田连元
说，说书必须读书，说好书则要读好
书，说书与读书是相辅相成的。通过
他的讲述，读者了解了其将《水浒传》
这一宏大巨著通过评书的传统艺术形
式进行精彩演绎背后的故事。

为进一步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普及
传承，国图于5月至12月举办“致敬
经典之四大名著”系列公益活动，邀请
知名艺术家与读者分享自己与四大名
著的故事，为读者从多角度呈现中华
传统文化及四大名著的艺术魅力。

“表演艺术新天地”下月举办
传统戏曲将创新亮相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白瀛）一向
以展示世界前沿创新剧目为主的“表演艺术新天
地”艺术节，今年呈现出一个重要亮点：不少传统
戏曲剧目将以全新方式亮相。

艺术节策展人水晶27日在京介绍，第三届
“表演艺术新天地”将于6月8日至18日在上海举
办，包括装置巡游、浸没式舞蹈、创意物件剧、形体
偶剧、默剧、街舞、京剧、昆剧、梨园戏、实景音乐演
出在内的15部作品将呈现“一戏一格”，总计200
余场演出和衍生活动。

梨园戏有“戏曲活化石”美誉，国家级传承人
曾静萍将率团根据表演空间带来别具一格的《吕
蒙正·过桥入窑》。巫娜、李带菓、吴弘烨三位民乐
演奏家，也将带来实景民乐演奏《三弹映月》等。

“2018上海艺术商圈”启动
覆盖上海15个区

据新华社上海5月27日电（记者吴霞）漫步
繁华商圈，耳畔响起中外交响乐名曲，在商场购
物，还可与孩子一起邂逅一场亲子艺术课。艺术
与商业联动，这种别致的艺术体验，即将覆盖至上
海15个区。26日，“2018上海艺术商圈”在上海
杨浦区启动，来自上海15个区的商圈代表被授予

“合作商业企业”铭牌，同时拿到一本汇集了近
400台节目的“菜单”供其勾选。

由政府搭建平台，“上海艺术商圈”将演艺项
目引入商业综合体，让市民在“买买买”的同时欣
赏到多彩的文化节目，打造新的演艺空间。2017
年，首次推出的“上海艺术商圈”在上海7个中心
城区26家商圈引进160台节目，536场活动吸引
了近25万人次参与。

除覆盖面更广，上海多个大型艺术节庆资源
也被纳入“上海艺术商圈”，如上海国际电影电视
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海市民
文化节等，参与单位近50家。

此外，围绕“上海文化品牌”建设，“上海艺术商
圈”还将依托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等主
题，策划“改革开放40周年红色专题展演月”“戏曲
主题巡演季”“中外经典音乐会巡演”“儿童互动展
演系列”等，在各商圈形成周期性巡回演出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