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举重比赛
不久前落幕。本次比赛竞技成绩取
得丰收，多项省运会和省纪录被刷
新。作为本届省运会首个上演的竞
技项目，举重成功打响了“头炮”。

举重是我省竞技体育重点项目
之一。本届省运会成绩的丰收，只是
我省举重近年来竞技水平和成绩提
升的一个侧面。近年来，我省举重健
儿在国内国际赛场上佳绩频传，有的
成绩甚至是历史性的突破。尖子队
员爆发，后备力量增强，海南举重，进
入一个收获期。

尖子队员爆发了

说到我省举重的尖子队员，蒙成
无疑是扛旗人物，尽管他今年只有
21岁。蒙成可以说少年成名，全国
青年锦标赛、亚洲青年锦标赛、青奥
会、世界青年锦标赛等青少年大赛的
冠军拿了个遍。参加成年赛后，蒙成
的表现有所起伏，有过亚锦赛夺冠的
喜悦，也有全运会“失手”的遗憾。

2013年，16岁的蒙成首登全运会
赛场，他表现“砸锅”没能取得名次。4
年后的天津全运会，蒙成获得56公斤
级铜牌，为海南举重实现全运会奖牌

零的突破。但蒙成对这块铜牌并不满
意，因为他已具备夺金的实力，但错过
了一举夺金的良机。今年4月的全国
锦标赛，蒙成终于击败了吴景彪、李发
彬等老对手，夺得56公斤级总成绩冠
军，这是海南举重运动员首次夺得成
人全国锦标赛总成绩冠军。

现在，蒙成已成为国家队56公斤
级的重点选手之一，正向更高的目标
进发。蒙成目前正在北京备战11月
份的世锦赛，如果能夺冠，将为海南
竞技体育带来首个世界锦标赛冠军。

我省青少年举重选手在国内国
际比赛中曾夺得不少金牌，现在，又
冒出一个佼佼者何岳基。今年16岁
的何岳基在全国青少年比赛中威风
八面，今年和去年的全国青少年举重
锦标赛，56公斤级共产生6块金牌，其
中5块归何岳基。何岳基参加了本届
省运会，原籍白沙的他代表白沙队参
赛，不仅夺冠，还打破了尘封15年的
16-17岁组56公斤级总成绩省纪录。

后备力量更强了

我省举重近年来出成绩的青少年
选手不止何岳基一个，谷峰、胡鑫柱、
金锦超、梁文等，都在全国青少年比赛

中摘金夺银。目前我省举重后备力量
的人才储备和实力厚度，正处在一个
高峰期，甚至可以说史上最强。

海南举重队男队主教练张量介绍
说，随着陈雄、吉国华等队员退役，海
南举重曾出现短暂的人才断档，上届
全运会男子项目只有蒙成一人进入决
赛。“现在人才井喷的喜人局面，是这
些年我们大力抓青少年训练的结果。”

2010年，省体校举重队和海口
市举重队合并，重新打造海南省举重
队。合并后，海南举重队大力抓青少
年选手的培养，后备力量逐渐增强。
目前，海南省举重队各年龄段选手加
在一起，有将近60名队员，其中80%
以上为海南本土选手，已形成了一种
阶梯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曾担任海南举重队总教练多年
的谈奇说：“海南小孩爆发力好，很适
合小级别。以前我们在小级别上有
一定优势，现在是全面发展，每个级
别都有实力不错的队员。这些年梯
队建设不断完善，海南举重队人才培
养成型，实力大为增强。”

训练水平更高了

海南举重队成绩的提升，还得

益于教练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训练水
平的提升。海南举重队教练队伍老
中青相结合，谈奇、刘一武等经验和
威望兼备的老教头还在发挥余热，
张量、齐迹等中生代教练经过多年
历练，已成长为中坚力量，此外，还
有专门负责青少年训练的教练。
谈奇、张量多次入选国家队带
队员，吸收了很多先进的训练
方法和手段。

五指山市建有国家级举重训
练基地，多年来，中国举重队每年都
来海南冬训。国家队在海南冬训
期间，海南举重队往往也到五指山
与国家队一起训练。张量说：“海
南举重队队员年龄都比较小，跟
着国家队队员一起训练，可以
学到很多东西，各方面能力都
有所提升，进步很大。”

后备力量增强，海南举
重队未来会有更多的收
获。张量说：“青少年选
手的培养不能急功近利，要
打好基础，不断改进薄弱环节。
至于这些年轻队员今后能达到什么
高度，要看他们的努力和造化了。”

本报记者 林永成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

路子走顺了路子走顺了，，收获更大了收获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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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举重队男队主教练张量目
前正带着他的弟子蒙成在北京训
练，备战将于11月在土库曼斯坦举
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今年21岁的
蒙成已成为中国男子举重队56公
斤级的重点队员之一。“这将是我第
一次参加世锦赛，我的目标是夺取
总成绩金牌。”蒙成如果如愿夺冠，
将为海南竞技体育带来首个世界锦
标赛冠军。

国际举联今年7月更改了级别
设置，今年的世锦赛上，56公斤级将
不复存在。蒙成将参加55公斤级的

角逐，体重降得并不多，张量认为对
蒙成不会有多大影响，夺冠的把握
反而更大了。“级别调整后，此前56
公斤级的一些主要竞争对手升到61
公斤级。从目前了解到的55公斤级
的竞争对手来看，我估计举280公
斤就能夺总成绩冠军了，蒙成举这
个重量没多大问题。”张量说。

蒙成在这些年的正式比赛中，

总成绩几乎都在280公斤以上，去
年夺全运会铜牌的成绩是283公斤，
今年首夺全锦赛冠军时举了284公
斤。张量介绍说，蒙成目前的训练
成绩已达到295公斤，“我希望他在
比赛中的成绩能稳定在290公斤左
右，即便升级别，也有竞争力。”级别
调整后，奥运会的最低级别为61公
斤级，蒙成要想参加奥运会，必须升

级别参加61公斤级的竞争。
蒙成去年就入选世锦赛阵容

了，但由于中国队被禁赛一年，他错
过了夺取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
的机会。今年夺得全锦赛总成绩冠
军后，蒙成取得了参加亚运会和世
锦赛的资格，但中国队的禁赛令要
到10月份才解除，蒙成又错过了亚
运会。因此，他对11月的世锦赛充

满了渴望，憋足劲要夺取冠军。
在比赛中发挥不出训练水平，

成功率偏低，是蒙成的一个老问
题。张量透露，这一段的训练重点
之一是抓成功率，特别是第一把的
成功率，为此尝试了不少心理调节
方面的训练，效果看来不错。“我现
在感觉状态在上升阶段，身上的老
伤也基本上控制住了。争取在世锦
赛时把状态调到最佳，把金牌带回
来。”蒙成说。

本报记者 林永成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

蒙成瞄准世锦赛金牌

海南体育
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将于8月8日在三亚举行开幕式，部分项目比赛已结束，有的项目正在进

行。这次省运会恰逢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是对海南省体育事业、产业发展的一次大检
阅。借省运会举办之机，本报体育版推出专栏“海南体育扫一扫”，对我省体育各项目进行一次扫
描，探讨我省体育如何能发展得更好。 ——编者

小将何岳基在省运会举重比赛中
打破尘封15年的省纪录。 小爱供图

扫一扫

海南举重：

儋州超霸战第四轮战罢

中国两名棋手积分领先
本报那大7月30日电（记者王黎刚）中国海

南儋州第九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在儋州战
罢第四轮。领头羊卜祥志战和卫冕冠军韦奕，继
续保持积分榜领先地位。余泱漪在第62回合力
克印度棋手维迪特，以两连胜暂居积分榜第二位。

此前两连胜的领头羊卜祥志本轮执白对阵同
胞韦奕，两人在22回合长将和棋，这也是今天最
早结束的对局。本轮过后，卜祥志总积分3分继
续领跑。余泱漪本轮对阵印度棋手维迪特，两人
中局争夺激烈，余泱漪凭借局面优势进入后象兵
残局，最终战胜了对手。凭借本轮胜利，余泱漪以
总积分2.5分暂居积分榜第二位。

全国青少年国际象棋
棋王棋后赛儋州开赛

本报那大7月30日电（记者王黎刚）作为海
南儋州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的系列赛事之
一，第三届全国青少年国际象棋棋王棋后赛开幕
式30日上午在儋州市那大镇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选手们汇聚在此，一比高下。

另外，主办方将于7月31日开展一场中国海
南儋州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8位特级大师与
棋迷的见面会。

据儋州市文体局相关负责人透露，儋州市目
前有40多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共7万多人学习
国际象棋。其中有600多人获得中国国际象棋协
会颁发的棋士证书，8人获得国际象棋棋协大师
称号，50人次在全省国际象棋比赛中获得前8
名，多人多次获得全省国际象棋比赛冠军，个别棋
手曾获得全国比赛冠军。

羽毛球世锦赛开拍

国羽选手首日悉数过关
据新华社南京7月30日电（记者姬烨 王恒

志）2018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30日开赛，还有两
个多月就将年满35岁的老将林丹依旧是“票房保
证”。“超级丹”率领国羽男单四虎顺利晋级32强，
其他四个单项的前16号种子首轮轮空，国羽其他
出战选手悉数过关。

林丹的比赛在中午开始，虽然比赛地南京青
奥体育公园体育馆远离市区，但前来为他助阵的
球迷依旧有很多。林丹也没让大家失望，上演了
鱼跃救球，并有惊无险地以两个21：14击败荷兰
人马克·卡尔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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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卫小林）2018年第
十七届精功（国际）模特大赛总决赛7
月28日晚在海口世纪公园音乐广场
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武汉分赛
区的常琳炜和来自南宁分赛区的黄
允分别夺得女模组和男模组冠军。

当晚8时，从海南、成都、武汉、
杭州、广州、南宁以及网络等分赛区
晋级全国总决赛的58名中外模特选
手登台，通过开场亮相、时装展示、泳
装展示和晚礼服展示4个环节比拼，
为海南观众呈现了一场时尚盛宴。
大赛组委会在比赛间隙穿插播出了

《美丽起源》《多彩精功》《活力海南》
《梦想与希望》四个主题视频，介绍了
本届参赛选手的风采、气质和模特专
业表演功底，让大赛呈现出了视觉化
程度更高的文艺范儿。

与往届总决赛相比，本届总决
赛更加凸显文艺气息，参赛模特们
自己创意编排，以时装与眼镜搭配、
服饰秀、才艺展示、模特表演等形式，
演绎了职场、购物、面试、情景剧等多
种主题情景的节目，让本届总决赛
舞台精彩纷呈。

经过两个多小时激烈角逐，由国

内时尚界、教育界、艺术界、媒体界和
眼镜行业的专业人士组成的评委团，
根据参赛选手的现场展示和训练营
期间表现给出综合评分。最终，来自
武汉分赛区的常琳炜夺得女模组冠
军，来自南宁分赛区的黄允夺得男模
组冠军；来自广州分赛区的余芊惠和
武汉分赛区的吴诗杨分别获得女模
组及男模组亚军；来自哈萨克斯坦的
Arina（中文名丽雅）和乌兹别克斯坦
的Omar（中文名宋清）分别摘得女
模组和男模组季军。此外，男女十佳
模特和6个单项奖也各归其主。

精功模特大赛总决赛海口落幕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日本著名钢琴家二见勇气演
奏的“菊次郎的夏天——久石让经典
影视作品音乐会”今晚在海口华人国
际剧院奏响。

主办方海南华人国际文化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门票一
张不剩，演出非常火爆。久石让的名
气太大了，太有吸引力了。”音乐会上，

二见勇气相继演奏了日本著名作曲家
久石让为一系列影视作品创作的主题
曲、插曲等十多首，包括中国观众耳熟
能详的日本动画电影大师宫崎骏执导
的《千与千寻》《天空之城》《红猪》《风
之谷》《哈尔的移动城堡》等影片的主
题曲或选曲，日本著名电影导演北野
武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菊次郎
的夏天》主题曲等。由于这些影视音

乐在中国有广泛影响力，尤其是喜欢
钢琴的乐迷都很熟悉，因此每当一曲
终了，剧场里便爆发出热烈掌声。

今年31岁的二见勇气在日本和
美国爵士钢琴界拥有很高声誉，他小
学时开始学习器乐演奏，中学时被当
地爵士乐团录取，高中毕业后即成为
职业爵士钢琴演奏家，凭借细腻的指
法和柔美的音色，在世界乐坛崭露头

角。久石让是日本大师级作曲家，他
不但为日本影视作品配乐，而且为中
国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海洋天
堂》《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等配
乐，并凭为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明月几
时有》的配乐，斩获了亚洲电影大奖和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奖。

日本钢琴家二见勇气海口演出
久石让创作的经典影视音乐大受欢迎

➡ 二见勇气

俄罗斯圣彼得堡上演
“北京之夜”音乐会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7月30日电（记者鲁金
博）“北京之夜”民乐音乐会29日晚在俄罗斯圣彼
得堡举行，精彩的演出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

音乐会上，来自北京的艺术家与俄罗斯乐手
联袂演绎了《庆典序曲》《春江花月夜》《牧民新歌》
《喀秋莎》等曲目，观众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表达了对精彩演出的喜爱。

“北京之夜”音乐会由北京市政府、圣彼得堡
市政府共同举办，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框架下
的“北京日”活动内容之一。此前，“北京日”活动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包括经贸洽谈、旅游推
介、图片展、书画展及文艺演出等多项内容。

新华社保加利亚瓦尔纳7月29
日电（记者战小漪）有“芭蕾奥林匹
克”之称的第28届瓦尔纳国际芭蕾
舞比赛29日在保加利亚城市瓦尔纳
落下帷幕，中国选手获得数项大奖。

其中，李偲旖获得少年女子组
（18岁以下）金奖和最佳少年奖，常
斯诺获得青年男子组金奖，舞蹈艺术
家王媛媛获最佳编舞奖。

保加利亚文化部副部长迪米特
罗夫在闭幕式致辞中说，瓦尔纳国际
芭蕾舞比赛是保加利亚与世界各国
扩大文化合作、增进民间交流的品牌
活动，每次举办都能吸引世界各国芭
蕾舞英才前来参赛。

本届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15
日开幕，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
119名选手参赛。辽宁芭蕾舞团团长

曲滋娇应邀担任本届比赛国际评委。
在比赛过程中，中国芭蕾舞选手

克服高温酷暑、训练场地资源有限等
困难，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稳健的台
风，得到评委的一致认可。

以比赛时间长、难度大著称的瓦
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创办于 1964
年，每两年举行一次，是国际四大芭
蕾舞赛事之一。

第28届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保加利亚落幕

中国选手勇夺“芭蕾奥林匹克”大奖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白
瀛）犯罪动作片《解码游戏》将于8月3
日起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讲述程序
员和刑警合作维护网络安全的故事，
旨在引起公众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由
韩庚、凤小岳、李媛、山下智久等主演。

导演李海龙30日在京介绍，影片
中，拥有网络技术天赋的程序员李浩铭
（韩庚饰），始终用自己的方式践行正
义，直到和刑警苏仪（李媛饰）、乔飞（凤
小岳饰）一起被卷入由深网黑手闫岳
（山下智久饰）挑起的极客密谋，一场惊
险刺激的“解码游戏”随即展开……

李海龙说，《解码游戏》涉及打击
高科技领域犯罪，题材新颖，并有强烈
的现实意义：当今，互联网已经渗透到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数据泄露、网
络诈骗等频发，前沿技术带来了潜在
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应得到公众的普
遍重视。

“我们不想做成观众看着累的戏，
而是要做一部轻松的电影，有阴谋有
危机有好看的动作场面，也有IT极客
与辣手特工的风云际会，有反差也有
喜感，让观众在娱乐中感受网络安全
的重要性。”他说。

电影《解码游戏》聚焦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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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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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月
9月至10月在江西举行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由江西省政府和全
国友协主办的2018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月将于
9月28日至10月底在江西省抚州市举行。

抚州市市长张鸿星日前在京介绍，抚州是明
代戏剧家汤显祖故乡，今年的汤显祖国际戏剧交
流月是继2016年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纪念活动
后，第三次举办国际戏剧交流活动。

交流月期间，中外经典剧目展演将邀请俄罗
斯彼尔姆边疆区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院、中国国
家京剧院等国内外院团作品，与抚州地方特色戏
曲同台展演；戏剧巡游将邀请英国、西班牙、法国、
俄罗斯、加拿大、朝鲜等国家的节目。

中柬影视合作进一步加强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白瀛）在中

国、柬埔寨建交60周年之际，两国在影视领域的
合作进一步加强。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30日介绍，中国中央
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魅力柬埔寨》中文版已于7
月15日至18日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柬语版将
于近期译配完成后在柬播出。柬埔寨国家电视台
《中国剧场》栏目于6月、7月播出了柬语版译配电
视剧《包青天》，《中国动漫》栏目播出了柬语版译
配电视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中柬对画”活
动也于7月19日落幕。

为深化中柬广电合作，应柬方建议，中柬广电
定期合作第二次会议拟于10月在金边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