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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球迷节

新华社柏林6月8日电（毛竞）
德国德卡银行（dekabank）的经济学
家近日测算出德国队在俄罗斯世界杯
上夺冠的概率仅次于巴西队。

德国《每日镜报》8日报道，德国
德卡银行的经济学家测算出俄罗斯世
界杯夺冠概率最大的7支队伍依次为

巴西队、德国队、西班牙队、葡萄牙队、
法国队、哥伦比亚队和秘鲁队，其夺冠
概率依次为7.7%、7.3%、6.8%、6.0%、
5.7%、4.5%和 3.7%。这一结果是经
济学家基于1000万场比赛结果用一
套复杂的数学模型计算出来的。

但经济学家也表示，虽然有丰富

的历史比赛数据可以参考，但足球比
赛很容易受重要球员因伤退赛或裁判
错误判罚这类意外因素影响，因此数
据量并非预测胜率的可靠依据。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将于6月
14日至7月15日在俄罗斯举行。作
为卫冕冠军，德国队夺冠呼声很高。

经济学家测算

世界杯德国夺冠概率仅次于巴西
距世界杯开幕还有5天

世界杯热身赛

英格兰胜哥斯达黎加
北京时间6月8日，在英格兰利兹进行的一世界杯热身赛中，英格兰队以

2：0战胜哥斯达黎加队。图为英格兰队球员拉什福德（中下）与队友菲尔·琼
斯（中上）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本报海口6月8日讯（南海网记
者刘麦）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
将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联动
举办“我为球狂·2018世界杯首届海
南球迷节”，其中将首次评出海南十大
球迷。海口球迷俞佳伦报名参加了

“我为球狂”首届海南十大球迷征集评
选活动，身为海南曼联球迷协会会长
的他，希望更多人喜欢足球，有更多的

曼联球迷加入协会。
俞佳伦说，自己是海口众多业余

体育爱好者之中很平常的一员。8岁
时他在球迷父亲的影响下爱上了足
球。之后，因为喜欢贝克汉姆，他喜欢
上曼联。

2015年，俞佳伦参加工作后，在同
事的帮助下，通过各种渠道集合了海口
的二十几个曼联球迷，成立了海南曼联
球迷协会。短短3年间，协会从20多人
发展到今天的200多名会员。协会成

员们时常聚会，部分协会成员之间互有
生意、业务往来，大家在同一个球队球
迷的身份之下也多了一份信任。

对于俞佳伦来说，曼联已成为他生
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他的婚礼上，
浓浓的曼联元素也贯穿全场，前来参加
婚礼的球迷朋友也集体身着曼联球衣。

俞佳伦说，海南有着极佳的自然条
件和大量的体育爱好者，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进一步推动海南球迷市场，将
海南球迷市场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海南曼联球迷协会会长俞佳伦：

希望更多人喜欢足球

本报讯 （记者林永成）2018 全
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南通站6月7日
落幕，海南籍选手林美媚和杨聪所在
组合分别斩获女子组金牌和男子组
银牌。

在女子组决赛中，海南选手林美
媚和江苏选手朱玲娣组成的苏琼联队
与新疆队温舒惠/王婧哲相遇。经过
一番激烈较量，林美媚/朱玲娣以2：0
（21∶18、27∶25）获胜，夺得冠军。

在男子组比赛中，代表西部战区
陆军队出战的杨聪与搭档努尔艾力杀

入决赛，决赛对手为沪苏联队颜廷洋/
李杰。第一局杨聪/努尔艾力经过苦
战以22：20险胜。第二局又是比分胶
着的争夺，沪苏联队以21∶19扳回一
城。决胜局，杨聪明显体力下降，努尔
艾力的失误也增多，沪苏联队以15∶
10获胜，以总比分2：1夺得冠军。杨
聪/努尔艾力屈居亚军。

林美媚、杨聪与各自搭档在本年
度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中表现出色，
在已经结束的三站比赛中，林美媚/朱
玲娣获得两金一铜，杨聪/努尔艾力获

得两金一银。
据悉，全国沙排大满贯赛南通站

比赛结束后，2018国际排联沙滩排球
世界巡回赛“一带一路”南通站紧接着
举行。苏琼联队林美媚/朱玲娣作为
全国沙排大满贯赛南通站女子组冠
军，获得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巡回赛“一
带一路”南通站的参赛资格。国际排
联沙滩排球世界巡回赛“一带一路”系
列赛属于国际排联的二星级赛事。南
通站比赛共有来自全球五大洲的24
支沙排队伍参赛。

全国沙排大满贯赛南通站

海南籍选手林美媚杨聪摘金夺银
本报讯 6月8日下午，2018中

国·姜堰第八届“黄龙士·精锻科技
杯”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在江苏泰州
市姜堰溱湖景区落幕。中国队主将
於之莹执白316手中盘击败韩国队
主将崔精，中国队夺得本次女子擂台
赛团体赛的冠军，并获得团体冠军奖
金45万元人民币（税前）。

韩国主将崔精在战胜日本主将
藤泽里菜，送日本队提前出局后，在
劣势情况下逆转中方常青树芮乃
伟，又战胜中方副将王晨星，取得三
连胜后，杀至中国主将於之莹账

下。於之莹虽以逸待劳，但崔精气
势正盛。

是役，於之莹猜得白棋，开局波
澜不惊，崔精黑棋41手点刺，於之莹
毅然贴住，局势瞬间混乱。紧接着，
黑53虚跳似乎有问题，和白棋54、
56 形成转换，於之莹白棋获得优
势。崔精见势不妙，于89打入白空，
略有收获，但是於之莹还是手握全局
的主动权。

最终，於之莹执白316手中盘战
胜崔精，助中国队夺得本次女子擂台
赛团体赛的冠军。 （小新）

於之莹击败韩国队主将崔精

中国队夺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冠军
“博海争霸”拳王对抗赛
今晚在定安开战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8“博海争霸”CB-
CU/IBO世界拳王争霸赛称重仪式8日下午在定
安县举行。据悉，该赛事将于6月9日晚在定安
县体育馆开赛，共有六场不同级别的比赛，其中有
两场金腰带赛堪称精彩。

据介绍，在9日晚赛事中，有两场金腰带赛受
到众多关注。一场是CBCU拳王吴国权对战泰国
悍将瓦塔那育，争夺CBCU超次中量级金腰带。
压轴大战由中国首位世界女拳王蔡宗菊对战墨西
哥女拳王保罗，争夺IBO（国际拳击组织）105磅迷
你轻量级金腰带。蔡宗菊去年在CCTV“贺岁杯”
上击败日本女拳王多田悦子后获得了IBF（国际拳
击联合会）105磅金腰带，若此役获胜，将成为同时
拥有IBF和IBO金腰带的双料女拳王。

■ 足协杯1/4决赛前瞻

国安上港或上演对攻战
6月9日，2018年中国足协杯1/4决赛将进

行第一回合的角逐，其中北京中赫国安主场与上
海上港的对决是最为引人关注的焦点大战。这组
对决的胜利者，无疑将成为夺冠大热门，而首回合
的较量将为最终的晋级奠定基础。

两队的攻击力都比较强，上港本赛季前11轮
中超比赛打入27球，是前11轮中超比赛进球数
最多的球队，而国安前11轮中超比赛打入25球，
仅次于上港。

两队都拥有高质量的外援，这场比赛也是外
援能力和作用的比拼。由于奥古斯托代表巴西国
家队征战俄罗斯世界杯，国安在外援比拼上或许
会吃亏一些。不过，一支队只能上三名外援，北京
一样可以用足外援名额，排出比埃拉、巴坎布和索
里亚诺组成的外援组合。而上港在外援使用上多
一些选择余地，胡尔克和奥斯卡估计会首发，剩下
一个名额在埃尔克森和艾哈迈多夫之间二选一。

在防守端，从数据上看上港要强一些，而国安
给人一种攻强守弱的感觉。在前11轮中超比赛
中，北京中赫国安失16球，是中超积分榜前4名中
失球数最多的球队。而上港前11轮中超仅失10
球，是失球数第二少的球队，仅次于山东鲁能。首
回合比赛，主场作战的国安要抢占先机，而上港要
争取客场进球，对攻战有望上演。 ■ 林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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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6月9日是我国第13个“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市县将举办80
余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其中，由
省文体厅主办，省非遗保护中心承办
的海南主场活动，将于6月9日、10
日晚7时在省文体公园广场举办，成
为展示我省近年来非遗工作成效的
重要平台。

截至目前，我省有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28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82项，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9
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11人。

推动全民参与
非遗重回大众视野

非遗代表性项目是历史的产物，

蕴含、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
们大多源于民间，却在现代经济社会
发展冲击下逐渐远离日常生活，不再
接地气。

近年来，海南围绕非遗保护与传
承工作持续加大投入。自2017年3
月国务院发布《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
划》以来，我省积极响应，将非遗传承
人群培养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为海南
非遗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
液”，同时鼓励更多人参与非遗保护与
传承工作，让非遗重返大众视野。

2015年，文化部和教育部启动了
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
划，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作为我省唯一
一所参与该计划的高等院校，两年多
来共举办7期培训班，来自9个少数
民族市县的347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今年5月，我省首次启动全省非遗传

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琼台师范
学院、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和省艺校针
对黎族藤竹编技艺、海南椰雕、木雕、
琼剧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开设培训班，
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通过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公众免费提
供非遗项目培训。

在各级政府重视下，目前我省大
部分市县都拥有非遗展示馆或传习
馆。有50个设立在农村基层的传习
所，成为村民学习和交流非遗技艺的
重要平台，大家借助非遗技艺尝试开
辟新的增收途径。

近两年，我省非遗进校园等工作
也取得显著成效。不少学校开设黎族
织锦、琼剧、儋州调声等实践课。目
前，我省9个少数民族市县中，已有
52所中小学开设黎族织锦课程，超过
9000名学生参与其中，全省掌握黎族

织锦技艺的人达到1.4万人。
省非遗保护中心还通过拍摄非

遗纪录片等推动非遗保护工作数字
化发展，便于非遗广泛传播。省博
物馆也在其二期展馆中设立琼工
坊、琼戏台等4个非遗展厅，让参观
者在有限空间、时间内集中感受海
南非遗魅力。

鼓励创新转化
让非遗成增收法宝

除吸引全民参与培养人才外，我
省各级政府还注重搭建各类平台，通
过广泛参加博览会、非遗展等途径，力
促海南非遗创新转化，为海南非遗找
到产生经济效益的新途径。

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要实现中华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

论是参加各类展览，还是开设各种培
训班，其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传承人群
开拓眼界，提升能力，鼓励他们利用非
遗技艺创新研发更多符合当下审美的
产品，将非遗融入日常生活，让其在重
新接地气的同时，成为增收致富的另
一重要法宝。

“虽然我省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
已经取得一些进步，但在社会经济快
速发展的今天，这些非遗项目及其传
承人所面临的挑战愈发艰巨。例如快
速的城市化发展打破了原住居民的生
活习惯，单靠非遗技艺赚取的微薄收
入，难以让传承人群维持生计。”省文
体厅社会文化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在政府、企业等多方力量推动下，非
遗的保护与传承能在海南获得更多关
注，产生更多经济效益。

（本报海口6月8日讯）

多举措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

海南非遗更接地气了
古籍修复技艺展进校园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尤梦瑜）为迎接
第13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古籍修复技艺，省古籍保护中心和省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今天上午在该馆一楼
大厅联合举办“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省古籍保护中心向海南师范大学
图书馆转赠古籍修复器材一套并进行了现场展
览。我省多位古籍修复师为海南师范大学及其附
属中学师生演示了古籍修复技术，辅导大家进行
线装书装订体验和雕版印刷体验。

古籍修复技艺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
非遗名录，其项目保护单位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此次活动亦是响应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号召，通过
开展趣味十足的互动体验活动，呼吁公众特别是
青少年关注珍贵古籍资源。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王
玉洁）省科技厅联合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椰子研究所共同举办《照片背后
的科学》生态摄影大赛，即日起至7
月31日，大家可用相机或手机拍摄
我省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精彩瞬间。

记者了解到，此次摄影大赛征
集作品共分5类，分别是展现我省
生态建设成绩、奋斗历程及代表人
物的生态建设类，展现森林、湿地、
海洋生态系统自然景观的自然保护
类，展现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

地、原生地保护成就的物种保护类，
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关系
类以及生态系统及野生动植物遭受
破坏给人们警示的生态思考类。

大赛将评出特等奖1名、一等奖
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15名以及

优秀奖若干名，今年9月至10月间进
行公示，获奖者除获得由省科技厅颁
发的获奖证书外，还可获得奖金，获奖
作品将入选《照片背后的科学》生态摄
影大赛作品集，应征作品发送至
3084874984@qq.com即可参赛。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为提高全社会
对农村公路发展的认知度和参与
度，更好推进我省“四好农村路”发
展，省交通运输厅近日启动全省“四
好农村路”发展成果摄影大赛。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通过摄影
作品的形式，展示全省农村公路在
建设、管理、养护、运营等方面所取
得的成就，充分展现农村公路的发
展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充分体现农村公路为农村特别

是贫困地区带来的人气、财气，为党
在基层凝聚起的民心。

本次大赛面向社会征集参赛作
品，要求应征作品紧紧围绕海南建设
好、管理好、养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
（县道、乡道、村道）展开，要求作品必

须为本人原创，力求题材丰富，主题
鲜明，彩色、黑白均可，风格不限，只
接收单幅作品，不接收组图。

据悉，截稿日期为8月8日，对
优秀作品将给予奖励并颁发证书。
投稿邮箱为shnclsyds@163.com。

我省举办生态摄影大赛

海南“四好农村路”摄影大赛启动

世界最长英雄史诗
《格萨尔》藏译汉
取得重大进展

据新华社拉萨 6月 8日电 （李
键 春拉）记者8日从西藏自治区社科
院获悉，世界最长英雄史诗《格萨尔》
藏译汉工程取得重大进展，《赛马称
王》《北方达姆银宗》《木雅黄金宗》《南
太斯王牛宗（上）》《其日珊瑚宗（下）》
五本书籍近日出版发行。至此，《格萨
尔》藏译汉工程已出版译本10本，占
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

《格萨尔》藏译汉项目2014年启
动，总投资766万元，项目以45部（48
本）的《<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为
蓝本，组织北京、甘肃、青海、西藏等地
近50名专家学者参与，2017年，《天
界篇》《丹玛青稞宗》《木岭之战》等在
内的首批五本书籍正式问世。

《哎呦，妈妈！》将在京上演
6月8日，由杨婷导演、黄梅戏演员吴琼主演

的音乐轻喜剧《哎呦，妈妈！》在京举行新闻发布
会，宣布该剧将于6月28日至7月1日在京与观
众见面。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中国戏曲唱响白俄罗斯
据新华社白俄罗斯莫吉廖夫6月7日电（记

者魏忠杰 李佳）中国传统戏曲晚会7日晚在白俄
罗斯东部城市莫吉廖夫的话剧院举行，现场观众
被演员们优美的唱腔和漂亮的服饰深深吸引。

此次赴白俄罗斯演出的中国戏曲演员来自深
圳。他们表演了《霸王别姬》《拾玉镯》《牡丹亭》
《打金枝》《花为媒》等京剧、昆曲和评剧经典曲目，
为当地民众搭建了一个了解中国戏曲艺术的平
台，进一步增进了中白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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