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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一周的角逐，2018赛季全国
运动训练竞赛联盟足球联赛总决赛今
天在武汉体育学院结束。在决赛中海
南师范大学队没能继续上演“黑马”好
戏，以1∶2惜败东道主武汉体院队，屈
居亚军。武汉体院队获得冠军。

据悉，全国运动训练竞赛联盟足
球赛是面向 15 所专业体育院校和
100多所设立运动训练专业的综合类
院校的国家级专业足球联赛。比赛设
成都、上海、西安、北京和日照五大分
赛区。海南师大队从成都赛区脱颖而
出，获得了总决赛资格。总决赛共有

14支球队参加，分4个组。每个小组
的前两名进入8强淘汰赛，小组第3
名进行第9名至第12名的争夺。

海南师大队和广州体院队、内蒙
古大学队同组。比赛期间，中超和中
甲停赛，很多中超和中甲预备队的大
学生球员都回到了各自大学，参加本

次比赛。赛前，海南师范大学队不被
看好，就连海师大队自己也认为能小
组出线，进入8强就算完成了任务。
首战，海师大队不敌广州体院队。广
州体院队中有几名富力预备队球员，
在和海南师大队的比赛中，他们展示
了较高的水平。在小组赛第二场较量

中，海师大队4∶0大胜内蒙古大学队，
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闯进了8强。

进入八强后，海南师范大学队继
续高歌猛进，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
1∶0力克成都体院队，随后在半决赛
中，以3∶2扳倒了实力不俗的上海体
院队。

2018全国运动训练竞赛联盟足球总决赛结束

海南师范大学队获亚军

海口举行徒步活动
本报讯 由海南环岛徒步俱乐部主办的徒步活

动近日在海口演丰镇举办。本次徒步从东寨港红树
林景区出发，至曲口港渡口结束，途经长宁头村、山
尾村、北排村、星辉村等美丽乡村，全长7.3公里。

海南环岛徒步俱乐部一直致力于推广本省的
户外徒步运动，每周开展不同主题的户外徒步活动，
俱乐部成员现已突破百人。在本次活动中，徒友们
冒着暴雨徒步，无人中途掉队。本次徒步活动不但
为海口徒友们提供了欣赏东寨港红树林的美丽风
光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体讯）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8“瑞溪
杯”业余自行车邀请赛暨海南国际旅游
岛自行车联赛澄迈·瑞溪站比赛2日结
束。来自省内外400多名选手参加，本
站比赛为6个组别的山地越野绕圈赛。

经过近4个小时的激烈角逐，男
子公开组前3名分别由四海一家俱乐
部的蔡丁鸿、CCN贵州高校联队的杜
观、澄迈县自行车运动协会的刘勇获
得。在女子公开组比赛中，邓湖平摘
得第一，海口海港TREK车队的符婷
婷、梁艳青名列亚军和季军。在少年
组的较量中，海口海港TREK车队的
冯仕文、杜传艺、马玉彩包揽前3名。

男子少年组前3甲则花落海岛骑驴俱
乐部王崇臻、海南联队何轩纪和黄浪
鸣。在男子40岁以上组比赛中，三亚
自行车队的苏文利拔得头筹，海南联
队的覃家庆、林英杰获亚军和季军。
在颁奖仪式上，5位冠军获得者分别
被授予了象征联赛最高荣誉的蓝、白、
粉、红、黄五色荣誉衫。

今年的比赛首次设置了骑游组，
近百名骑游爱好者报名参赛，让比赛
真正成为“全民参与、老少皆宜”的休
闲娱乐盛会。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澄迈县人民政府主办。

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澄迈站收兵

蔡丁鸿获男子公开组冠军

6 月 2 日，在
广东深圳举行的
2018国际乒联世
界巡回赛中国公开
赛女单半决赛中，
中国选手王曼昱以
4∶1战胜日本选手
伊藤美诚，晋级决
赛。图为王曼昱在
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乒乓球中国公开赛

王曼昱
晋级决赛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对于
新主帅贾秀全上任以来带队训练三
天的初印象，中国女足两位主力球员
吴海燕和王珊珊1日表示，贾指导训
练认真和抓细节，重新带给队员们信
心，大家也希望在明年的法国世界杯
上能够在八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1日下午的北京奥体中心，尽管
36摄氏度的高温令人在骄阳炙烤下
很不舒服，但队员们还是在贾秀全和
教练组的带领下进行了系统训练。
本期集训在北京进行5天后，中国女

足国家队计划在3日启程飞往美国，
与老对手美国女足进行两场热身赛。

尽管中国女足一年内两度换帅，
在外界看来有些频繁，但主力后卫吴
海燕表示，作为队员来说，没有太多
考虑这方面问题。她说：“无论哪个
教练，都希望自己能有很好发挥，希
望中国女足能在教练带领下越走越
好。贾指导来了之后，给我们找回了
很大信心，希望我们能在亚洲有当老
大的感觉，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于过去三天的训练，吴海燕说

感触挺多的，比如贾指导在细节上非
常精益求精，“讲得特别清楚，也抓得
很细”，他反复强调很多原则上的东
西，对球队来说是很重要的。

谈到再度与美国队交手有无压
力时，吴海燕说，其实这几天训练围
绕的就是这两场比赛，“无论怎样，把
训练的东西展现出来”。

主力前锋王珊珊对于新帅善于
和队员沟通印象深刻。她说：“有一个
好的教练很重要。我们经历过很多教
练，换新教练也要重新磨合去体验。”

中国女足两大主力表示

争取打进明年法国世界杯四强

三亚举行休闲海钓邀请赛
本报三亚6月2日电（记者林诗婷）今天上

午，“勇闯天涯·游钓海角”2018“天涯杯”中国（三
亚）休闲海钓邀请赛在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开幕，
来自北京、上海、江苏、陕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钓
鱼俱乐部、企业代表队等16支队伍参赛。

据悉，此次比赛共分为两场，均为船钓比赛。
比赛中，钓手自备钓具，自钓自取，钓点位于天涯
海角游览区近海海域。比赛设2个奖项，为个人
单尾最大重量奖（奖励前3名）和团体总重量奖
（奖励前6名）。此外，此次比赛为休闲海钓比赛，
不限钓法，限每人一竿一线入水，有效鱼不小于
20厘米（含），计所有有效渔获重量。每场比赛结
束后，由工作人员对参赛人员渔获的单尾重量、总
重量等指标进行记录，比赛全部结束后对结果进
行汇总，成绩相同按渔获最大单尾重进行排名。

据新华社法国滨海福斯6月1日
电（记者田栋栋）U21级别的土伦杯国
际青年足球邀请赛1日进入第七天，
中国、英格兰、墨西哥和卡塔尔所在的
A组进行了第三轮较量。中国队在率
先进球的情况下1∶3不敌墨西哥，小
组赛1平2负无缘淘汰赛，而上届冠
军英格兰则4∶0大胜卡塔尔。

中国队主教练孙继海赛后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从整场比赛来看，中国队
还是正常地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尤

其是全队的拼搏精神和努力争胜的意
志品质值得称赞。三轮比赛过后，队
员们积累了更多比赛经验，互相之间
更加熟悉，同时还锻炼了团结拼搏、永
不放弃的团队精神。

对于比赛中的冲突，孙继海认为，
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对方球员在裁判鸣
哨后还将球踢向我方倒地球员。“单纯
从冲突本身来说，可能我方队员也不
够冷静，但是我觉得对方也违反了体
育道德。”

土伦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负墨西哥

中国U21无缘淘汰赛

国足热身赛胜泰国

6月2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一场足球热身赛
中，中国队以2∶0战胜泰国队。 图为中国队球员
郑智（上）与泰国队球员乍卡攀在比赛中争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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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6月 2日讯 （记者郭
萃）陕西卫视收藏节目《华山论鉴》今
天走进海口举办海选鉴宝活动，专家
团队对来自省内外的近500位藏友的
藏品进行了鉴定。

据介绍，电视节目《华山论鉴》致
力于用器物来讲“活”历史文化，让民
间收藏宝物成为传播载体，该节目由
收藏鉴定专家坐镇，每月定期举办大
型海选鉴宝活动，今天在海口举行的
海选活动是“《华山论鉴》2018席卷全
国”第11站。

持宝人吴先生老家在海南，此次
专程从泰国赶到海口。他说自己已经
两次在北京参加过《华山论鉴》海选鉴
宝活动，这次是在老家海南，他又带回

了一批藏品。海口藏家郑先生带来一
件黄花梨笔筒和一批瓷器，黄花梨笔
筒被专家断代为明末时期器物后引爆
全场。除了海南藏友，还有来自广东、
湖南、河南等地的藏友前来参加。

据悉，本次海选鉴宝活动之后，今
年11月，海南鼎臻古玩城还将联手中
华古玩城联盟在海口举办第七届中华
全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为海口市民
呈上又一道文化大餐。

据了解，该节目的专家团队今天
不仅为藏友进行了藏品鉴定，并向他
们普及了鉴别知识，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专家认为，海南文化底蕴深厚，民
间收藏热情高，海捞瓷、黄花梨等民间
藏品很有特色，具有很大市场潜力。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计思
佳）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林业局获悉，
中南六省（区）教育出版社第26届工
作会议日前在广州举行，会上宣布了
第26届中南六省（区）优秀教育图书
（项目）评选结果，我省科普图书《家
在红树林》（少儿版）荣获特等奖。

据了解，《家在红树林》（少儿版）
是为全国孩子打造的首部红树林科
普读本，由海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
理局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
基金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目策划，中
国红树林保育联盟主持编撰，海南出
版社出版。全书共30章，根据少儿受

众的特点，以童话故事、绘本配图、课
后阅读、思考和分享、美图欣赏、影片
欣赏、趣味游戏、绘画展示、民间故事、
观察笔记、写作交流、话剧表演、参观
保护区、净滩活动、领养红树植物、人
工复种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推动小朋
友认知身边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新华社基辅6月2日电（记者陈
俊锋 钟忠）为期3天的第三届乌克
兰“金栗子”国际青少年杂技艺术节
1日在基辅落下帷幕。湖南杂技艺
术剧院的《柔术造型》和《单手倒立》
获得国际评委会一致肯定，共同荣获
艺术节最高奖——“金栗子”大奖。

来自中国、拉脱维亚、以色列和
东道主乌克兰等12国的 52个节目
参加了本届艺术节大赛。比赛设最
高奖“金栗子”大奖以及金、银、铜三
个等级奖项。

《柔术造型》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古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壁画，通过 5
名演员超越极限的肢体语言、复杂
多变的优美造型以及流畅细腻的
切换配合，展现出丝路的生命力与
永恒之美。《单手倒立》动作模仿翱
翔之鸟，仅一名演员在独立支架上
表演单手倒立支撑，变幻出千姿百
态的飞行造型。

每当中国演员表演时，比赛现
场乌国家马戏剧院内都会爆发出阵
阵掌声和喝彩声，观众被深深折
服。由来自 14 国的评委组成的本
届大赛国际评委会毫无争议地给中
国节目打出高分。

赛后，艺术节主办方——乌国
家马戏剧院总经理舍甫琴科女士高
度评价了中国演员的表现。她对新
华社记者说，“中国的节目难度高、
艺术性强、民族文化特色浓郁，演员
们临场发挥也很出色，中国赢得大
奖是实至名归。”

今年仅有 15 岁的中国杂技选
手刘洋则代表本次参赛的全部5位
中国姑娘对记者说：“我们演出的两
个节目是在最近一年半时间里流血
流汗，艰苦排练出来的，能代表中国
参赛，给乌克兰观众带来快乐并荣
获大奖，我们感到一切的努力都非
常值得。”

第三届乌克兰国际青少年杂技艺术节落幕

中国杂技获“金栗子”大奖

据新华社电（记者周玮）受文化
和旅游部委托，国家京剧院创排京剧
小戏《红军故事》，将于7月31日在北
京梅兰芳大剧院首演。

京剧小戏《红军故事》以“半截皮
带”“半条棉被”“丰碑”三个感人至深
的小故事，展现了红军历经千难万
险，坚守革命信仰，为革命胜利、为人

民解放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
为将该剧完美呈现在舞台上，国

家京剧院组建了阵容强大、实力雄厚
的主创和主演团队。

“安格尔中国之旅”
移师杭州

据新华社杭州6月2日电（记者冯源）《泉》
《大宫女》《土耳其浴室》……这些西方经典油画为
许多国人所熟知，它们都出于法国19世纪新古典
主义大师安格尔的笔下。“安格尔的巨匠之路——
来自大师故乡蒙托邦博物馆的收藏”展览2日上
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这也是此次“安格尔中国之
旅”的最后一站，为期50天。

此次展览共有70件展品，分为“安格尔看自
己”“安格尔看世界”和“世界看安格尔”三个角度
进行展出。展品中有40多件安格尔本人作品，其
余则是他人为安格尔创作的画像、塑像以及他个
人的收藏。安格尔喜欢拉小提琴，他用过的小提
琴也同时展出。而安格尔收藏的古希腊文物也见
证了古希腊艺术对他的影响。

第26届中南六省（区）优秀教育图书（项目）评选揭晓

海南科普书《家在红树林》获特等奖
收藏节目《华山论鉴》走进海口

近500位藏友携藏品前往鉴定

➡ 中国湖南杂技艺术剧院的演员在乌克兰基
辅表演《柔术造型》。 新华社发（谢尔盖摄）

⬆ 一名中国湖南杂技艺术剧院的演员在乌克兰
基辅展示“金栗子”奖。 新华社发（谢尔盖摄）

国家京剧院精心打造京剧小戏《红军故事》

法国将发行专项彩票
保护文化遗产

据新华社巴黎6月1日电（记者张曼）法国
总统马克龙5月31日在爱丽舍宫举办文化遗产
专项彩票启动仪式，正式宣布法国将发行彩票，以
募集资金保护濒危文化遗产。

据悉，文化遗产专项彩票将分为“超级乐透”
和“刮刮乐”彩券两种，前者将在2018年9月14
日开奖，头奖金额为1300万欧元（1欧元约合7.5
元人民币）；后者将自今年9月3日起售，最高奖
金达150万欧元。这两项彩票收入预计将为文化
遗产保护提供1500万至2000万欧元的资金。

江西美术作品北京展出
6月2日，一名小观众在“江西美术作品学术

邀请晋京展”上参观时模仿展品的造型。此次美
术展共展出国画、油画、陶艺等各类艺术作品230
余件。展览将持续至6月12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