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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 （记者
王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省足协获
悉，2018年第6届海南省足球超级
联赛将于本月20日开赛。比赛采用
首次跨年度举行，历时3个月，采用
主客场双循环赛制。

截止目前，海口红色战车队、澄

迈队、万宁队、海南大学队、海南师
范大学队、三亚队、儋州队获得了参
赛资格，每队胜一场得3分，平一场
得1分。冠军代表海南参加中国冠
军联赛，比赛总奖金31万元。

本次比赛对球员参赛资格要求
较严格。球员必须具有海南省正式

户籍，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支球
队参加比赛。每队允许4名非海南
户籍的外援报名参赛，但必须是中
国户籍球员，同时上场外援人数只
允许2名。凡是今年在中国足球协
会注册的运动员不能参加本次比
赛。此外，参赛球员还需取得《海南

省足球协会运动员注册、转会、参赛
资格登记证》。

组委会将评出“最佳运动员”、
“最佳射手”、“最佳守门员”、“最佳
教练员”、“最佳裁判员”，并评选超
级联赛“最佳阵容”、“最佳赛区”等。

在上届比赛中，儋州队夺得了冠

军。这是该队首次在省级足球赛中
夺冠。

本届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主办，省体育赛事中心、省体
育职业技术学院，省足球协会协办，
由海南硕克足球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运营。

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下周末开踢
比赛总奖金31万元，冠军代表海南参加中国冠军联赛

新华社大阪10月12日电（记者
韦骅 严蕾）国际排联官网12日公布
了2018女排世锦赛六强赛赛程，中国
队将先后迎战美国、荷兰。

世锦赛第二阶段比赛11日结束，
中国女排以F组第二的成绩晋级六
强。在随后的分组中，中国队与美国、
荷兰同在H组，G组球队为意大利、塞
尔维亚和东道主日本。

六强赛的所有比赛将于14日至
16日在名古屋进行。按照赛程，中国
队将在14日下午对阵美国队，在第二
阶段的比赛中，两队曾有交手，中国队
3：0完胜。15日中国队轮空，16日晚
场对阵荷兰队，荷兰队在之前八胜一
负，以E组头名晋级。

六强赛结束后，每组前两名晋级
半决赛。

女排世锦赛六强赛赛程公布

中国队先后战美国和荷兰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8年第6届海南省足球超级
联赛将于10月20日开赛，该项比赛已
经成为了海南业余足球界的一项品牌
比赛，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海南最
高水平的业余球员和球队参赛。前
国足主帅戚务生曾现场观看过多场
海南省足球超级联赛，他说：“没想到
海南业余足球水平还挺高。”

省足协缘何在2013年创办这项
比赛？省足协主席吕建海说，2012
年省足协开始全面主抓青少年足球，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省内4个中心
城市设立了多支青训队伍，为了能让
这些小球员有一个踢球的“小目标”，
也为培养海南“草根足球文化”，同时
也给海南成年业余球员一个展示足
球技艺的舞台，海南最高水平的业余

足球联赛——海南超级足球联赛
2103年应运而生。

海超联赛最大的亮点是参赛的8
支球队进行主客场制，吕建海说，海
超联赛是国内目前唯一、也是最早实
行主客场比赛的省级业余足球联赛。

前中超公司董事长马成全前两年
来琼调研海南青少年足球时点赞海超
联赛，他说，海南职业足球起步晚，但
业余的海超联赛走在了全国前列，省
级比赛踢主客场，海南足协和国际接
轨，开了个好头，为国内其他省足协
办业余比赛“趟出了一条路”。

业余球队踢主客场可不仅仅是
说说而已，要实打实地花一笔不小的
费用。例如，海口红色战车队一行
20人开赴三亚踢客场，吃住行往返
要1万元。吕建海说，这笔费用球队
赞助商出一部分，省足协的奖金也能
补贴一些。2018年比赛的总奖金高
达31万元，前三名将分别赢得9万
元、6万元和5万元，第5名至第8名
也能获得2万元。这是我省业余足
球赛中奖金最高的。吕建海说，海超
联赛的奖金逐年增高，第一届只有十
几万元，此后每年我们的奖金都会增

加一些。今年，省足协加大了对海超
联赛的投入，给每支主场作战的球队
额外补助1500元。他算了一笔账，
2018年的比赛将进行56场，省足协
要拿出8万多元，支持比赛。“我们的
目的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少球
队的经济压力。”吕建海说。

为了能让海超联赛竞争更激烈，
比赛从创办初期就允许各队聘请国内

“外援”参赛。多名退役的前国内职业
球员曾出现在海超联赛的赛场上，提
高了海超联赛的观赏性和对抗性。

海南老牌劲旅海口红色战车队

在海超联赛中3夺冠军，并代表海南
赢得过“我爱足球”全国五人制社会
组冠军。该队领队许培建说：“踢了
5年海超联赛，让海口红色战车队愈
发强大。”

许培建说，参加海超联赛的8支
球队大都实力较强，经过主客场14场
比赛的洗礼，球员们的技战术水平和
抗压能力都能上一个台阶。特别是
客场比赛，对球员的锻炼价值更大。

儋州队赢得了2017年海超联赛
的冠军，这个冠军促进了儋州校园足
球和业余足球的发展。儋州足协主
席邱永忠说，儋州市政府为此奖励了
球队15万元。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
在表彰会上表示，儋州要大力开展校
园足球活动，多建足球场地和足球冬
训基地。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

主客场赛制国内首创 竞技水平较高

前国足主帅戚务生点赞海超联赛

11日，海南大学城西校区举
行新生趣味运动会。6个学院
近3000多名学生参加。运动会
共设拔河、吸管运输、呼啦圈过
山车等21个个人项目和5个团
体项目。

图为选手在拔河比赛中。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海南大学举办
新生趣味运动会

10月12日，在悉尼南部坎贝尔敦进行的澳
超中央海岸水手队与麦克阿瑟西南联队的足球友
谊赛中，在中央海岸水手队试训的牙买加“飞人”
博尔特首发登场并打入两球。图为博尔特（左）在
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飞人”博尔特不得了
足球场上梅开二度

湖人对勇士创NBA季前赛收视纪录

近两百万网民观看
新华社纽约10月11日电 勒布朗·詹姆斯领衔

的湖人队对阵勇士队的比赛吸引了近200万观众，
成为ESPN有史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NBA季前赛。

10日举行的这场比赛湖人队以123：113获胜。
据统计，共有约198万观众收看了这场比赛。ESPN
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这是自1994年以来NBA季前
赛在所有传播网络上观看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骑士队时，詹姆斯曾与勇士队连续4次在
总决赛对决。

阿联酋亚洲杯改规则
加时赛可换第四人上场

新华社吉隆坡10月12日电（记者林昊）总
部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 12日表示，
2019年在阿联酋举行的亚洲杯赛将实施加时赛
允许第四个换人名额的规则。

亚足联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亚足联执委
会同意了相关建议，将亚洲杯实施的规则与国际
足联赛事规则制定机构国际足球理事会（IFAB）
所宣布的最新修改一致。

根据这一修改，比赛进入加时赛阶段后，每支
球队将拥有一个额外的换人名额。事实上，由于
第四名球员的替换只能在加时赛期间使用，因此
只适用于淘汰赛阶段。2019年亚洲杯将于1月5
日至2月1日在阿联酋举行，共有24支球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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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 （记者
卫小林）由青年导演黄彦卓编剧并
导演的都市爱情喜剧话剧《那次说
走就走的旅行》，10月 10日、11日
在海口日月广场华人国际剧院演出
两场，引发了海南话剧迷们的观摩
热情，两场演出都是座无虚席，剧场
效果很好，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0月
12日从主办方海南华人国际文化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的。

据介绍，该剧聚焦近年来都市
青年中的不婚、恐婚等热点现象，讲

述一对相恋了7年的情侣面临分手
之时，意外接到一个请他们“说走就
走的旅行”邀请，当他们在机场遇见
要和自己同行的父母时，他们知道
无法将分手一事告知父母。旅行中
的种种经历，让他们想起了他们曾
经“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段旅行，两
人是离还是和？关于亲情、友情、爱
情的思量，就在话剧上演时娓娓道
来，吸引着观众的眼球。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该剧导演黄彦卓是北京知名

话剧艺术机构繁星戏剧村的签约导
演，中央戏剧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代表作品包括《奔跑的灵魂》《那次说
走就走的旅行》《那次奋不顾身的爱
情》《食物·恋》等，其作品擅长把舞
蹈、戏曲、原创音乐等多种艺术进行
融合，使其话剧作品更加色彩斑斓。

“这次来海口演出的这台话剧，虽然
有70%是笑料，但却有30%的片段
会让观众泪眼婆娑，是一部人文色彩
很浓又轻松幽默的话剧创新力作，很
耐人寻味。”该负责人说。

话剧《那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海口上演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卫
小林）2019年第十一届新加坡国际
华人艺术节海南赛区选拔赛10月11
日在海口启动，海南日报记者12日
从组委会获悉，本次海南赛区选拔赛
分钢琴、声乐、民族器乐、管弦乐、舞
蹈五大类别。

据介绍，本次新加坡国际华人艺
术节海南选拔赛将于11月10日至11

日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
所有选手分组别参赛，其中，成人组包
括职业、非职业和研究生，另有高校
组、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和幼儿
组。五大艺术类别中，钢琴大赛设单
人和四手联弹两项。声乐大赛设独
唱、重唱、合唱、小组唱，参赛专业可以
是美声、民族、通俗，也可以是童声、合
唱和小组唱。民族器乐大赛设单人、

重奏和大中小型乐团，参赛乐器可以
是二胡、琵琶、扬琴、古筝、柳琴、中阮，
也可以是笛子、唢呐等。管弦乐大赛
同民族器乐大赛设三项，参赛乐器限
定小提琴、大提琴、贝斯、单或双簧管、
长笛、圆号、小号、萨克斯等。舞蹈大
赛设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和群舞。

据了解，本次海南赛区选拔赛分
设特别金奖、金奖、银奖、铜奖等，各

组别斩获银奖及以上的选手，可入围
2019年第十一届新加坡国际华人艺
术节各类别国际大赛。

新加坡国际华人艺术节经过十
届比赛，已在我国艺术界享有较高声
誉，也为各国华人艺术家及艺术爱好
者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为
推动全球华人文化艺术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话
剧
《
那
次
说
走
就
走
的
旅
行
》
剧
照
。

新加坡国际华人艺术节海南选拔赛启动

新华社太原10月12日电 （记
者王皓 陈昊佺）第2届平遥国际电
影展11日晚在山西平遥古城开幕，
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
部影片将陆续亮相平遥电影宫，其中
近半数影片为全球首映。

据悉，将会有多部国际电影节获
奖作品亮相本届电影展，包括洛迦诺
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豹奖得主《幻土》
亚洲首映、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
员奖得主《小家伙》导演剪辑版全球
首映、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奖最
佳影片《蝠鲼》中国首映、多伦多国际
电影节“站台”单元大奖影片《幸福城

市》中国首映。
此外，女性导演、女性题材影片

成为平遥国际电影展重要组成部
分。开幕影片《半边天》为第2部金
砖国家合作影片，该片以“当代女性
情感与社会”为主题进行创作，5位
女性导演分别来自中国、俄罗斯、印
度、巴西和南非。大型活动“平遥之
夜”将放映第五代女导演刘苗苗的最
新导演作品《红花绿叶》。

本届电影展将持续至10月 20
日，展映作品中的部分主创将会在平
遥电影宫与观众互动交流，分享创作
心得。

第2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吸引50多部影片参展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换届

冯巩当选新一届主席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

施雨岑）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12日在京闭幕，大会
选举冯巩为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第
二届主席。

大会还选举卞留念、刘全利、李丹
阳、何加林、张继、林永健、岳红、郎昆、
居杨、孟广禄、姚建萍、殷秀梅、黄豆
豆、龚宇、温玉娟、廖恳为中国文艺志
愿者协会第二届副主席。

冯巩在致闭幕词时表示，未来5
年，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要积极开展

“送欢乐下基层”“到人民中去”“文艺
扶贫奔小康”“文艺培训志愿服务工
程”等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加强文艺志
愿服务组织队伍建设，完善文艺志愿
服务各项机制，全面推进文艺志愿服
务制度化，推动文艺志愿服务持续健
康发展。

本次大会于11日至12日在京举
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工作报告，修订
了《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章程》，选举
产生了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新一届
领导机构。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筑梦
新时代 唱响幸福歌——2018 文艺
扶贫歌曲创作汇报音乐会”和中国文
艺志愿者协会新文艺群体工作座谈
会等活动。

京剧演员尚长荣
获京都电影节最高敬意奖

据新华社电（记者杨汀 严蕾）第五届京都国
际电影节11日在日本京都市开幕，中国京剧演员
尚长荣在开幕式上被授予最高敬意奖。

该电影节旨在弘扬传统文化艺术，本届电影
节将在4天时间里上映70多部影片，举办各种活
动，并评选娱乐、艺术和儿童影片类优秀影片奖。

11日下午，在世界文化遗产西本愿寺的南能
舞台，京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的神祇园歌舞伎班
表演《七福神》和《繁花似锦》，拉开电影节序幕。
尚长荣被授予最高敬意奖，日本演员佐藤浩市被
授予三船敏郎奖。

尚长荣主演的京剧3D电影《曹操与杨修》将
在电影节期间展映。尚长荣表示，中国京剧艺术
绚丽多彩、行当丰富。《曹操与杨修》从舞台搬上大
银幕，拍成3D全景声电影，希望日本朋友能够从
中领略到中国京剧的风采。

电影节期间还将举行“上海之夜”中日艺术家
对话会。尚长荣、歌唱家廖昌永等中国艺术家将
与日本电影演员栗原小卷、歌唱家谷村新司等就
中日艺术交流展开对话。

作为日本电影发祥地，京都自2014年开始举
办国际电影节，在京都市内的电影院、剧场和传统
文化设施上映电影、举办奖项评选和各种活动。

10月11日晚，舞蹈家杨丽萍的新舞剧《春之
祭》在云南昆明首演。《春之祭》是斯特拉文斯基的
经典之作，描写了原始部族庆祝春天的祭礼。杨
丽萍版现代舞剧《春之祭》根植中国文化，重新诠
释西方经典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该舞剧在昆明公
演后将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此后还将在国外巡
演。图为演员在舞剧《春之祭》中演出。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 摄

杨丽萍新舞剧《春之祭》昆明上演

《幻土》斩获今
年洛迦诺国际电影
节最佳影片金豹奖。《小家伙》荣获今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