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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0月9日电（记者王
黎刚）2018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暨欧
巡挑战赛9日在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
会开幕。

据组委会介绍，今年的赛事吸引
了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126名选

手参赛，包括欧洲挑战巡回赛当前排
名第一的约哈希姆·汉森、2015年冠
军张蕙麟、2016年冠军亚历山大·耐
普等，赛事总奖金达35万美元。

从2009年仅有一项业余赛事的
“海南金椰子高尔夫业余公开赛”，到

2014年新增职业赛与青少年赛，同时
正式更名为“海南公开赛”，再到2016
年被引入“欧洲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
的赛事体系，海南公开赛如今已经走
入了第十个年头。在中国高尔夫球协
会秘书长庞政看来，海南公开赛与欧

巡挑战赛的联合，为国内的优秀球手
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一个平台。

据了解，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与
欧洲挑战巡回赛的第一个三年合作计
划将于本周完结。据组委会透露，今
年早些时候，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已

经与欧洲挑战巡回赛续约三年。
开幕当天的开球仪式之后，随即进

行了职业—业余配对赛。正式比赛将于
10月11日至14日进行。2108海南公开
赛暨欧巡挑战赛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海南高球公开赛暨欧巡挑战赛开幕
总奖金35万美元 国内外126名球手参加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8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锦
标赛近日在海南大学第一运动场收
兵，本次比赛历时8个多月，17个市
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近百支球队参
与角逐，是海南最大规模足球赛
事。和前3届相比，今年的比赛亮
点颇多。参赛球队水平普遍提高，
几名前中甲、中乙球员抵琼参赛，决
赛阶段的比赛进行得异常激烈，多
场比赛靠点球决出胜负。

海口海航红色战车队夺得了冠
军，该队4届比赛均进入决赛，并赢
得3连冠。回顾夺冠历程，海口海航
红色战车队领队许培建心有余悸，他
说：“能夺冠全靠幸运之神的眷顾。”

三亚队、澄迈队聘请了前中甲和中
乙的几名外援参加总决赛，这让比赛的
水平和竞争力骤然提高。海口海航红
色战车队半决赛和澄迈队相遇，这场比
赛海口海航红色战车队赢得如履薄
冰。许培建说，澄迈队5名外援水平的
确了得，他们让澄迈队的实力上了一
个台阶。以往澄迈队大都以长传冲吊
的打法为主，在这场比赛中，他们的传
控踢得游刃有余。他说：“我们的运气
不错，依靠两个定位球险胜澄迈队。”

参赛的12支球队没有弱旅，这
是本届比赛给许培建留下的最大印
象。“以往从省直机关组和企业组出
线的几支球队是‘陪太子读书’，实力

有限。这届比赛他们的实力‘大变
脸’，给比赛增添了很多悬念。例如，
省卫计委队在小组赛中，一度2∶0领
先亚军获得者琼山青年岁月明星
队。”许培建说。

组委会负责人黄国权认为，
2018 年省青足赛上了一个档次。
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球队引入省外
高水平球员参加总决赛，除了让比
赛变得更精彩外，还能提高和带动
海南业余足球运动的发展。

在本次总决赛上，多名40岁以
上的本土业余球员表现出色。今年
41岁的琼山青年队门将王旭就是其
中之一，他获得了本次比赛的最佳门
将称号。该队能进入决赛，王旭功不
可没。在5场常规90分钟的比赛

中，王旭镇守的球门仅被洞穿了两
次。海口海航红色战车队40岁的中
前卫胡仁兴、琼山青年队43岁的后
卫张胜，在比赛中丝毫看不出已“人
到中年”。许培建说，海口海航红色
战车队和琼山青年队的决赛中，两队
有近10名40岁的球员首发出场。

琼山青年队获得亚军，创造了
该队在该赛事的最好成绩。王旭代
表该队参加了4次比赛，前3次比赛
都让他欲哭无泪。王旭说：“真是邪
门了，前3次比赛我们都是在半决赛
失利，并且3次都是点球大战被淘
汰，患上了‘点球恐惧症’”。为了换
运气，琼山青年队在本次比赛中大胆
变招，在90分钟的比赛中派王旭守
门，一旦进入点球大战，则让后卫张

胜披挂上阵。此举收到了奇效。在
小组赛中，该队和澄迈队在90分钟
的比赛中战成了1∶1，在点球大战
中，两队你来我往踢了11轮点球，所
有的球员都上场踢点球了。最终，琼
山青年队点球9∶8险胜对手。

琼山青年队的张胜祖籍文昌，上
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他曾短暂地在河
南建业队试训过，是海南业余足球界
的球星。张胜认为，本次比赛采用常
规时间平局后罚点球的规则，促使比
赛的偶然性增大，球员们每球必争，
杜绝了默契球的存在。他连续参加
了4届比赛，觉得这届比赛的水平
最高，没有一支球队有绝对实力战
胜对手，这说明海南业余足球的水
平在提高。（本报海口10月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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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彦雨航谈加盟NBA：

但凡有一丝机会
都会全力以赴

新华社深圳10月9日电 从零到
一，丁彦雨航在8日的NBA中国赛深
圳站迈出了逐梦NBA的第一步，虽然
新赛季他要从NBA发展联盟打起，但
他比赛但凡有一丝机会，都会为自己
心中的梦想全力以赴。

当晚丁彦雨航在独行侠对阵76人
的第四节比赛中登场8分33秒，靠罚球
得到一分，作为本场的焦点人物，他在
比赛中的每一次出球都能引起全场的
欢呼。“很荣幸成为独行侠的一员，非常
高兴教练能给我机会比赛，”丁彦雨航
在赛后发布会上说，”之前由于伤病的
原因，没有参加太多训练，比赛有些紧
张不太适应，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对于丁彦雨航在独行侠队的发
展，主帅卡莱尔赛后表示小丁新赛季
将会为独行侠在NBA发展联盟的球
队德州传奇队效力，从记者口中得知
这个消息后，丁彦雨航说：“教练有说
吗？NBA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梦想，
经历过伤病等各种问题之后，我追逐
NBA的心是一直不变的。在任何情
况下，但凡有一丝机会，我都会全力以
赴，为自己心中的梦想努力。”

就目前来说，丁彦雨航首先要尽
快适应在达拉斯的生活，好在这方面
队中有不少前辈能够帮忙，“我觉得在
达拉斯呆得开心，队里有很多国际球
员，他们对我有很多帮助，包括语言
上，还有怎么能尽快融入球队中。JJ
（巴里亚）特别照顾我，在他们的帮助
下，我会很快融入球队。”

金球奖候选名单公布

“魔笛”和C罗榜上有名
新华社巴黎10月8日电 金球奖8日公布了

30名候选人名单，世界足球先生莫德里奇榜上有
名，同时被提名的还有他在皇家马德里的前队友
克·罗纳尔多（C罗）、巴塞罗那的梅西和利物浦的
萨拉赫。

作为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队的队长，此前莫
德里奇击败C罗和萨拉赫，获得了国际足联世界
足球先生奖项。本赛季欧冠决赛独中两元的皇马
前锋贝尔也入选该名单，除他之外，皇马俱乐部中
还有本泽马、瓦拉内、伊斯科、马塞洛、拉莫斯五位
球员入选。

这份名单中还包括帮助曼城赢得英超冠军并
随比利时队进入世界杯四强的德布劳内、巴黎圣
日耳曼的内马尔和姆巴佩、马德里竞技核心格列
兹曼、英超金靴奖获得者凯恩等一众球星。

今年还首次增设女足金球奖，在15名提名者
中，里昂队有7名球员入选。英格兰队主力布朗
茨和日本后卫熊谷纱希也在名单当中。

金球奖由《法国足球》杂志于1956年创立，
2010年起曾与创立于1991年的国际足联世界足
球先生奖项合并为“国际足联金球奖”。2018年
是两大奖项“分道扬镳”后的第三年。

金球奖的最终获得者将由《法国足球》杂志于
12月3日公布。

10月9日，在香港举行的香港网球公开赛女
子单打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蔷以2∶0战胜中
国香港选手张玲，晋级下一轮。图为王蔷在比赛
中发球。 新华社发

香港网球公开赛

王蔷首轮晋级

前中甲球员参赛 多场比赛上演点球大战 本土老球员表现出色

海南青足赛上了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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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卫
小林）“和而不同——海口水彩画家的
当下状态作品展”10月9日上午在海
南省图书馆开展。

本次展览共展出海口水彩画家近
期创作的水彩画佳作83件。从题材
上看，基本都是海南本土题材；从创作
手法上看，追求技法、构图、内容和色

彩等方面的变化，是参展画家们最明
显的特点，这也使得所有参展作品呈
现出了各不相同的艺术风貌，由此诠
释了“和而不同”的画展主题。

展览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展览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海口水彩画
艺术的整体面貌，反映出了海口水彩
画家的生活和创作状态，推出了一批

探究性、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兼具
的水彩画佳作，对于进一步推广水彩
画艺术将起到积极作用。

本次展览由海口市文体局指导，
海口市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海口
市美术家协会主办，省图书馆协办，海
口美协水彩画艺委会承办。画展将展
至10月14日。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叶润田）海南日报记者从
10月9日举行的海南省第三届曲艺
大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大赛将
于11月开始比赛，报名工作即日起正
式启动。

本届大赛要求参赛作品必须为原

创作品，并重点挖掘和培养海南曲艺
曲种。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海南特色
文化素材创编并符合曲艺特点的原创
作品将给予加分奖励。在海南工作与
生活的个人或团体均可报名参赛。
11月15日前，参赛者可前往大赛组
委会办公室、省曲协办公室（海口市白

龙南路38号琼苑宾馆八角楼102室）
或登录海南文艺网www.hnwenyi.
net报名。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省第
三届曲艺大赛初赛选拔时间为11月
16日至18日，决赛时间为11月23日
至24日，11月25日举行颁奖晚会。

大赛将根据不同类别设立创作奖和表
演类各级别奖项。

根据海南省曲艺家协会的总体规
划，每两年举办一届的海南省曲艺大
赛，旨在挖掘和培养海南本土曲艺曲
种及曲艺创作与表演人才，推动海南
曲艺文化蓬勃发展，打造更多具有时

代气息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文艺精
品之作。

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
文联、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儋州
市委宣传部和临高县委宣传部共同主
办，省曲协、省群艺馆、儋州市文联和
临高县文联承办。

海南省第三届曲艺大赛启动
融入海南特色文化素材的作品可获加分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首部临高
方言微电影《蜡烛》近日在我省部分影
院上映并在优酷视频上线。

据介绍，《蜡烛》是临高第一部由临
高籍演员出演、临高籍导演执导、用临
高方言表演并在临高取景拍摄的全临
高阵容短片。该片主要以蜡烛为引子，

讲述一个农村妇女在北田村官帮扶下
进城打工，以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并以
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精神感染城
里人，最终大家和睦共处的故事。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蜡烛》演
员试镜活动8月5日结束，剧组通过
试镜挖掘了一些有表演天赋的临高本

土影视表演爱好者，为《蜡烛》的成功
拍摄奠定了基础。

经过紧张拍摄和后期制作，9月
27日，该片在海口纵横国际影城公益
上映。9月29日，《蜡烛》在临高时代
凤凰影城公益上映。近日，该片已在
优酷视频上线。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10月9日获悉，
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举办的第五届
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活
动日前结束，《海口年鉴（2017）》荣获
地市级综合年鉴一等奖，是海南省唯

一获奖的地市级年鉴，也是继2016年
《海口年鉴（2015）》、2017年《海口年
鉴（2016）》获评一等奖后连续第三年
获得该奖项。

海口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近年来，《海口

年鉴》编纂部门创新工作方法，注重以
更全面的视角反映海口市在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
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的新发展和取得
的丰硕成果，成为宣传海口、了解海
口、研究海口的重要窗口。

海口水彩画家作品展开展

临高方言微电影《蜡烛》开播

第五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结束

《海口年鉴（2017）》荣获一等奖
据新华社电 （记者许晓青 黄

扬）在张艺谋电影《影》及相关纪录片
正在各地电影院线热映的同时，张艺
谋电影作品回顾展近日在上海举办。

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
代表人物之一。回顾展包括“电影展
映”“影人论坛”等活动，自10月6日
起，上海新衡山电影院集中放映《红
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英雄》《千里走单骑》
《归来》等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代表
作。其中，《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
《英雄》采用35毫米胶片拷贝进行放
映，其余影片则为数字拷贝或数字修
复拷贝。

主办方透露，10月中旬还计划
在上海举办“从《红高粱》到《影》——
张艺谋电影的‘红与黑’”主题论坛。

上海举办张艺谋电影回顾展

10月8日，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
设开幕式、主宾国活动、电影展映、电影论坛、电影评审、全民电影嘉年华、
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等单元。图为评委会成员亮相开幕式红毯。新华社发

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西安开幕

“粤剧剧目”邮票在港开售
据新华社香港10月9日电（记者丁梓懿）香

港邮政9日开售“粤剧剧目”特别邮票及相关集邮
品，邮票展现了多个经典剧目情节及剧中人物。

这套邮票背景以黑白为底色，剧中人物以彩
色印刷，展示六个粤剧剧目及经典场景，包括《帝女
花》《双仙拜月亭》《关公月下释貂蝉》《凤阁恩仇未
了情》《梁祝恨史》及《昭君出塞》，面值分别为2港
元、2.6港元、3.4港元、3.7港元、4.9港元及5港元。

“海上丝绸之路两千年”
美术作品展亮相比利时

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9日电（记者田栋栋）
“海上丝绸之路两千年”美术作品欧洲巡展及“一
带一路”·海洋文化产业交流会，8日在比利时首
都布鲁塞尔拉开帷幕。

作为第四届中国－欧盟文化艺术节“丝路”系
列重点项目，本次展览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为契机，以文明分享与共同繁荣为目标，吸引了欧
盟各成员国代表、中欧媒体及比利时文化艺术界
人士等前来参观。

本次展览以中国海洋历史文献为基础，以海
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人文故事为创作主题，共展出
20余幅油画，以艺术形象展现出一幅海上丝绸之
路的史诗画卷。

本次活动承办方、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研究中
心主任张岩鑫表示，希望此次展览能推动中欧在
海洋领域的历史研究以及艺术教育、文创产业等
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展览主办方介绍，布鲁塞尔是“海上丝绸之路
两千年”欧洲巡展的第二站。巡展今年9月在塞
浦路斯首次亮相，还将于11月在荷兰海牙展出。

音乐剧《秋裤和擀面杖》
为“北漂”青年“发声”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白瀛）音乐
剧《秋裤和擀面杖》将于10日起在京津两地巡演。
该剧通过“北漂”群舞演员沐馨的喜怒哀乐，展现当
代青年的追梦历程，探寻两代人的沟通方式。

据介绍，剧中女主角沐馨离开家乡独自来北
京闯荡，随着她与母亲约定的回家日期日渐临近，
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摆在她面前，而母亲“空降式
突袭”抽查更使得两代人分歧越来越大……

导演张文潇9日在京表示，该剧聚焦小人物
的故事，希望能以小见大，勾勒出当代年轻人生活
中遭遇的困境与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