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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6月4日电（记者王
子江）国际足联4日公布了参加俄罗
斯世界杯的所有32强的名单，在736
名参赛球员中，有9名中超球员入选。

这9名球员中，比利时队和尼日
利亚队分别有两人，上届世界杯亚军
阿根廷队一人，巴西队一人，欧洲冠军
葡萄牙队一人，韩国队一人，塞尔维亚
队一人。

具体名单如下：
阿根廷队：马斯切拉诺（河北华夏

幸福）
比利时队：维特塞尔（天津权健）、

卡拉斯科（大连一方）
巴西队：奥古斯托（北京国安）
尼日利亚队：米克尔（天津泰达）、

伊哈洛（长春亚泰）
韩国队：金英权（广州恒大）
葡萄牙队：冯特（大连一方）
塞尔维亚队：托西奇（广州富力）
33岁的托西奇上周才确定今年

夏天加盟广州富力，他已经和广州富
力签下了为期两年的合同，但国际足
联的名单上，这位塞尔维亚主力后卫
仍然被标注为土耳其贝西克塔斯俱乐
部球员。

前中超球员、现在效力于巴塞罗
那的保利尼奥也如愿以偿进入了巴西
队，这位30岁的前恒大球员在世界杯
上将身披15号战袍。

中超球员最后参加世界杯的人数
与两周前入围各队大名单的人数有一
些差距。效力于天津权健的权敬原也
进入了韩国队大名单，并且被认为入选
的可能性比金英权还要大，但最终不能
随队出征。申花队队长莫雷诺也进入
了最早的哥伦比亚国家队大名单，也未
能入选。另外，入围塞尔维亚队大名单
的恒大球员古德利也被主帅刷掉。

■ 阿成

法网男单八强全部产生，没有意
外，夺冠最大热门十冠王纳达尔轻松
从上半区的1号位置上进入八强；另
一半区，赛前被视为最有可能挑战纳
达尔的三位选手蒂姆、小兹维列夫和
德约，在下半区的四个八强席位中占
据三席。

以红土场的实力和战绩上看，把
纳达尔称为“红土吕布”一点都不为
过。在赛前人们讨论其最大竞争对
手时，蒂姆、小兹维列夫和德约大概
是被人提及最多的三位。也就是说，
本届法网早已铺垫了“三英战吕布”
的戏码。不过，签运弄人，“三英”统
统被抽到下半区，让“三英战吕布”的

戏码变得很另类，“三英”要互相厮杀
后，决出一名胜利者与“吕布”进行终
极决战。

八强战，蒂姆和小兹维列夫就对
上了，结果蒂姆横扫疲惫的小紫薇率
先挺进四强。蒂姆是法网前红土热
身赛中唯一战胜过纳达尔的球员，来
到法网，他继续向纳达尔发起强有力
挑战。德约已让人确信正在复苏的
路上，但以目前恢复的功力，恐难与
老对手纳达尔抗衡，能否闯过新生代
球员的关卡还是个问题。

要是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爆冷
淘汰“吕布”或“三英”，“三英战吕布”
的戏码就更另类了，他们只是隔空叫
阵，而无缘面对面交手。下半区除了

“三英”之外，还有黑马切基纳托。不
过，切基纳托不太可能化身“吕布”，
在下半区力敌“三英”。

“程咬金”也有可能从上半区杀

出。纳豆本届法网的签运好得让“豆
粉”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进入八强前碰
到的对手多是虾兵虾将。尽管对手不
强，纳达尔还是打了两盘抢七，有人赛
前说他“状态不在最佳”，这个判断看
来并非胡言乱语。有利之处是，纳达
尔不仅顺利晋级也没有耗费太多体
能。八强战，纳达尔依然没有碰到劲
敌，小个子施瓦茨曼的球挺有特点，但
这位纳达尔的迷弟对阵偶像时可能欠
缺信心和杀气。真正的考验在半决
赛，无论是西里奇还是德尔波特罗，都
是纳达尔真正犯怵的“大炮型”球手。
不过，在红土场上，纳达尔才是人人惧
怕的“大魔王”。

三国演义中，张飞与吕布曾大战
一百回合不分胜负，不少人据此认为
他的武功仅次于吕布。不知道此次
从下半区杀入决赛的球手，能不能当
一回猛张飞。

法网上演另类“三英战吕布”
大侃台

北京国安队球
员奥古斯托将代表
巴西队征战俄罗斯
世界杯。 小新发

6月5日晚，在
世界女排联赛江门
站首日比赛中，中国
女排苦战五局以2∶3
不敌巴西队，五局
比分为25∶19、23∶
25、25∶27、25∶10
和 14∶16。朱婷首
发得到全场最高的
34分，新秀李盈莹
替补得12分。图为
朱婷（右）在比赛中
扣球。 小新发

世界女排联赛江门站

中国女排2∶3不敌巴西

本报三亚6月5日电（记者孙婧）
巴拿马时间6月3日早晨8时30分，三
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号离开巴拿马，开
始了第11赛程巴拿马-美国纽约的挑
战。目前三亚号总分排名第一，接下来
的赛程，三亚号将力争保住总分第一。

接下来的比赛中，赛船将穿过加
勒比海、北大西洋，路过航海胜地百慕
大群岛，最终抵达美国纽约。这一段

赛程对三亚号的最终名次至关重要。
三亚号船长温蒂透露了船队的策

略，即加速航行。她说：“现在所有船
员士气高涨，大家配合默契、操作熟
练。但是想要保持第一的位置还是压
力不小。”

预计今年7月底，所有克利伯赛
队将回到起终点城市利物浦，结束为
期一年的环球比赛。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开启新赛程

三亚号力争保住总分第一

海口市篮球联赛
本周日拉开战幕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
的海口市篮球联赛将于6月10日（本周日）拉开
战幕。根据日前出炉的赛程表，开幕式及联赛首
届全明星赛将于6月10日晚在海口市灯光球场
举行；揭幕战则于6月11日晚举行，由热血队对
阵鑫时尚驾校队。

据了解，本次比赛至7月18日结束，23支队
伍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展开86场角逐。联赛
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小组单循环赛，小组
头名直接晋级八强，其余八强席位经过附加赛争
夺决出；第二阶段为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采用三
盘两胜制，半决赛和决赛采用五盘三胜制。

海口市篮球联赛是海口传统品牌篮球赛事，自
1998年创办至今已连续举办了20届。联赛举办至
今共产生了10个冠军得主，上届冠军为宁翔新华队。

澄迈县小学生校园足球赛收兵

澄迈实验小学夺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24天、28场的激

烈角逐，澄迈县青少年公益足球系列活动——
2018年澄迈县小学生校园足球邀请赛近日收
兵。最终，实验小学以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

本届澄迈县小学生校园足球邀请赛为五人制
男子足球赛，吸引了实验小学队、第二小学队、金
江美亭小学队、大拉学园队、兴加朗小学队、老城
谭昌实验学校队、马村小学队和福山小学队共8
所学校的小学生足球队的145名小球员参赛。比
赛采用单循环联赛制，共7轮比赛。谭昌实验学
校队和第二小学分获亚季军，谭昌实验学校队队
长王明毓则以12粒进球夺得最佳射手。

“三亚球王”民间足球争霸赛
本月下旬开踢

本报三亚6月5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曾
令驰）2018“三亚球王”全民健身民间足球争霸赛
日前启动报名。记者获悉，本项比赛不仅面向三
亚群众，也对外籍球员开放。报名截止日为6月
10日，比赛定于6月22日开赛。

本项比赛采用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赛事通
过海选赛单淘汰制和32强单循环积分赛制，最终
决出总冠军。三亚全市机关、学校、企业、部队等
单位人员可组织报名，也可通过自由组合以俱乐
部形式参加比赛。外籍球员也能参赛，每队限报
3名外籍球员。今年的比赛还增设了U35（35岁
以上）组别。

“三亚球王”民间足球争霸赛自2016年创办
以来，已成功举办2届，累计参赛人数超过4千人。

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32强名单

中超球员9人入选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尤
梦瑜）记者今天从海南红棉合唱团
了解到，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的大
型交响组歌《长征永远在路上》将
于今年下半年启动巡演，节目组将

赴北京、广州、福州、昆明、南宁等
地巡回演出。

据介绍，交响组歌《长征永远
在路上》是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
由海南红棉合唱团组织国内多位
知名词曲作家创作、展示海南红色

历史文化的主旋律力作。作品由
《长征的召唤》《长征的力量》《长征
的接力》三个乐章共12首歌曲组
成。《长征永远在路上》于2016年
在海南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交响音乐会成功首演

后，先后在省内多个市县演出，获
得观众和专家好评。同时，该作品
也是我省在2018年度国家艺术基
金推广交流传播领域唯一获批的
资助项目。

记者了解到，目前，海南红棉合

唱团正在国内著名指挥家廖原的指
导下进行紧张的排练，对作品不断
打磨和提升，精益求精。合唱团负
责人表示，团队将以饱满的精神面
貌，把最佳的演出效果呈现给全国
各地观众。

海南交响组歌《长征永远在路上》将赴内地巡演
演出地点包括北京、广州、福州、昆明、南宁等

本报海口6月 5日讯 （记者叶
媛媛）记者今天从海口市首届湿地
保护摄影比赛组委会获悉，本届比
赛共征集到106位摄影师精心创作
的953件参赛作品，经过海口市摄影
家协会和组委会组成的评委会评
选，最终有16件佳作获奖。

据组委会负责人透露，此次投稿

内容涉及的热点湿地主要有海南东
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口美舍河
国家湿地公园、海口潭丰洋省级湿地
公园、海口东西湖、海口三十六曲溪
省级湿地公园、海口市云龙镇新旧沟
湿地保护小区和海口金沙湾蜂虎湿
地保护小区。“以往大家不太关注的
羊山湿地都征集到了许多有意义的

照片，可以看出公众对湿地的关注正
在日益加深。”该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本次摄影比赛奖
金共有3.4万元，其中一等奖1名，奖
金 8000 元；二等奖 2 名，奖金各
5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2000
元；优秀奖10名，奖金各1000元，组
委会将择日颁奖。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野生动植物
保护管理局指导，海口市林业局、海
口市教育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
全球环境基金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
目联合主办，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
中心、松鼠学堂自然教育工作室、南
海网、海口市摄影家协会等单位联
合承办。

平安在教孩子们发声方法 临高县文联供图

本报临城6月5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王海洪）6月 2日至4日，
由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指
派，在临高县委宣传部和临高县文
联安排下，歌手平安第13次来到临
高县第二思源实验学校开展扶贫支
教活动，用音乐为贫困地区孩子送
上关爱。

临高县第二思源实验学校是临
高县教育扶贫移民学校，专门接纳临
高边远贫困地区学生寄宿学习。此
次支教的内容，主要包括平安指导该
校哩哩美合唱团进行排练、为该校贫
困学生传授乐理知识、为学生传授正
确的运气和发声方法等。

据介绍，该支教项目是临高县围
绕中国文艺扶贫志愿服务示范县活
动内容开展的一项公益性文艺活动，
已经历时两年多。在两年多时间里，

平安总共来到该校13次，帮助学生
哩哩美合唱团进行排练和对外交流
演出13场。除了普通的排练课程以
外，平安还曾带领学生们参加过多次
舞台实践活动，其中包括参加中央电
视台、上海电视台和海南（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合唱节等相关活动的演
出，使这支来自海南民间的学生哩哩
美合唱团名声在外。

记者了解到，平安参加文艺志愿
服务活动的美好愿望由来已久。自
2012年参与电视选秀出道以后，平
安认为是音乐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因
而他一直怀着回馈社会的心，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如慈善拍卖、环境
保护、抗震救灾、爱心救助、关爱老人
等，并因此成了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会员，而到临高开展扶贫支教活动，
平安已坚持了两年多时间。

16件佳作获海口湿地保护摄影比赛奖

歌手平安第13次到临高扶贫支教

2018年省非遗图片巡展
陵水收官

本报椰林6月5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李云）“薪火相传”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巡
展昨天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举行，陵
水站展出也是今年巡展活动的最后一站。

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图片、文字、展演等形
式，向学生介绍了我省8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其中包括28项国家级、1项联合国急需保
护项目。此外，代表性传承人还在现场演示了黎
锦等传统技艺，学生们还自己动手体验了一下。

据了解，“薪火相传”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校园活动，是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品牌活动，旨在让青少年学生认识和了解海南优
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统工艺，激发青少年对
传统文化传承的热情，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自2016年以来，该活动每年在省内5至7个
市县的中小学中展开巡展。

冯巩新片《幸福马上来》
聚焦人民调解员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白瀛）由冯
巩导演并主演的喜剧电影《幸福马上来》将于8日
起在全国公映。

冯巩5日在京介绍，影片中，重庆老牌“调解
超人”马尚来（冯巩饰）遭遇了“调解界新秀”茅雪
旺（涂松岩饰）；为分出谁是“山城调解第一人”，两
人率领各自团队上演了一场场调解大战……

今年4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
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
印发了《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
提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
道防线”作用，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冯巩说，《幸福马上来》旨在通过一个“老马”
展现千千万万个“老马”，而“老马”的精神就是忠
于人民、勤于学习、甘于奉献。该片主演还包括牛
莉、贾玲、岳云鹏、姜宏波、白凯南、涂松岩等。

《
幸
福
马
上
来
》
剧
照

恭王府上演
“非遗服饰秀”
6月4日，2018“锦绣中华—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系列活动在
北京恭王府拉开帷幕，在为期6天的
活动期间，将上演11场以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服饰秀，赵卉洲、张
义超、郭瑞萍等国内知名设计师将通
过展示利用各种非遗元素设计的现代
时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图为模特
在展示赵卉洲设计的主题为“艺针忆
绣”的具有苗绣元素的时装。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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