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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多哈10月31日电 历经
六轮紧张激烈的比赛，戏剧性的一幕
在最后时刻上演了：一模一样的
87.598分！谁都没想到，卫冕冠军
肖若腾31日在体操世锦赛男子全能
决赛里，总成绩竟然与俄罗斯选手达
拉洛扬同分。

遗憾的是根据打破平分规则，最
终达拉洛扬获得金牌，肖若腾获得银
牌，另一位俄罗斯选手纳戈尔内获得
铜牌。中国小将孙炜表现可圈可点，
获得第四。

29岁的日本体操“全能王”内村
航平此前曾宣布右脚有伤，本届世锦
赛未参加全能比赛。

在当天的全能决赛里，实力最强
的前六名选手均在第一组。首轮结
束时，自由操翘楚日本名将白井健三
和俄罗斯选手达拉洛扬占据前两名，
肖若腾的前直900再次出现小失误，

好在随后顺利完赛。
在强项鞍马项目上，肖若腾疯

狂追分，成功追至第一组榜首，孙
炜也同样刷分至第三。此后肖若
腾一路领先，在吊环、跳马里均凭
借高质量的发挥巩固了领先优
势。双杠的比拼异常激烈精彩，
肖若腾和孙炜的完成分双双破

“九”，不过达拉洛扬凭借更高难
度的动作以 0.067 分的微弱优势
反超肖若腾。

巅峰之战在单杠，这里也是男子
全能大戏的最高潮。在达拉洛扬顺
利结束后，最后一个出场的肖若腾顶
住压力，出色发挥，最终总成绩与达
拉洛扬平分！根据打破平分规则，肖
若腾去掉最低分之后，得分高的五项
分数之和比达拉洛扬低 0.733 分。
最终达拉洛扬获得金牌，肖若腾获得
银牌。

和第一名选手总分相同，因打破平分规则屈居亚军

肖若腾憾失男子全能冠军

新华社苏州11月1日电（记者
王恒志）第九届世界女子围棋锦标赛
1日在苏州孙武书院决出四强，两名
中国小将周泓余和陆敏全先后输给
韩国名将，至此中国队全军覆没，历
史上首次在该项赛事无缘四强。韩
国队在四强中独占三席，极有可能实
现三连冠。

中国队在本届赛事中签运不佳，
首轮双子星於之莹和王晨星就遭遇
韩国最强二人崔精和吴侑珍，结果她

们双双告负，首轮中国队仅有两名小
将陆敏全和周泓余闯进八强，但在随
后的抽签中，两位小将再度抽中崔精
和吴侑珍。

1日的比赛中，16岁小将周泓余
率先在和崔精的对阵中败下阵来。
陆敏全则和吴侑珍鏖战了将近7个
小时，双方错进错出，但陆敏全最终
没能把握住机会，至314手，执黑的
陆敏全投子认输，中国队全军覆没。

韩国队在本届赛事中展现出了

统治级的战斗力，出战的三位选手
均打进四强，四强另一席位被代表
大洋洲出战的黑嘉嘉夺得，她击败
了日本名将谢依旻，令日本队同样
全军覆没。

2日的半决赛中，崔精将对阵黑
嘉嘉，吴侑珍将和队友吴政娥争夺
一个决赛席位。值得一提的是，此
前两届赛事吴侑珍和崔精先后夺
冠，韩国人很有可能夺得该项赛事
三连冠。

世界女子围棋锦标赛

中国女棋手首次无缘四强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王黎

刚）海南足球俱乐部与海口灵山中学共
建校园足球揭牌仪式10月31日举行。

海南足球俱乐部是我省第一家也
是目前唯一一家乙级足球俱乐部，该
队参加了3届中国足球乙级联赛。海
口灵山中学是我省校园足球开展得较
好的一所学校。

灵山中学校长唐才忠表示，灵山
中学作为一个足球特色学校，努力提高
足球水平一直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
任务。海南足球俱乐部主教练郭亿军

说：“海南足球俱乐部与灵山中学的足
球理念相契合的。作为一个好的运动
员，不仅在足球上要好，文化素质也要
好。文化学好了足球一定会好。”

海南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邝甫祥透
露，2018赛季，海南足球俱乐部参加
了14场由中国足协组织的U15梯队
青超联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展望
2019年，海南足球俱乐部将全力打造
建设U13、U14、U17三支梯队，从招生
选材、竞技训练、教练员培训、对外交
流等众多领域和灵山中学合作。

海南足球俱乐部牵手灵山中学
共建校园足球队

国际海钓赛文昌收杆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8海南亲水运动季

——全国海钓俱乐部精英邀请赛暨国际海钓精英
邀请赛近日在文昌市铺前镇铺前湾举行，比赛吸
引了来自北京、广东、山东等地的22支队伍、66
名选手参加。

最终，北京顺义海狼钓鱼俱乐部凭借27.82
斤的成绩，获得团体总重第一名，赢得了4.5万元
奖金。北京海狼钓鱼俱乐部一队获得单尾第一
名，成绩为单尾10.46斤，赢得了8000元奖金。

据悉，此次竞赛奖金总计15万元，团体总重
录取前12名，给予奖励12.6万元。按每队两天所
钓有效鱼获总重量计算成绩、排列名次，单尾成绩
录取前三名给予奖励1.9万元。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该赛事是为了
宣传文昌的旅游资源，提高文昌航天、椰乡、侨乡、
休闲、文化特色旅游产品和线路的知名度，打造航
天文昌、魅力侨乡旅游城市品牌。

体操世锦赛

➡ 10月31日，肖若腾在吊环比赛中。 新华社发

省健身健美赛10日举行
本报讯 2018年海南省健身健美公开赛将于

11月10日至11日在海口举办，此项比赛是我省
全民健身系列公开赛之一。

比赛设有健美、健身、男子健体、健身比基尼
和健身模特5个大项，分为青年和成年组共29个
小项，将有来自省内近200名运动员参与。本次
比赛通过公开赛的形式规范的办赛标准。

本次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海口市健身运动协会承办，山西澳瑞特健康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冠名。 （陈香）

11月1日，在西班牙国王杯第四轮首回合比赛
中，皇马客场以4比0战胜梅里亚队。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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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日讯 （记者尤
梦瑜）11月1日上午，省民宗委、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在海口举行海
南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新闻
发布会，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我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将于
11月13日至17日在海口举行，届时
来自13个市县和3个院校代表团的
48个节目将参加会演，展示我省少
数民族地区近两年来文艺事业繁荣

发展取得的成果。
本届文艺会演共有海口市、三亚

市、儋州市、琼海市、万宁市、五指山
市、东方市、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
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白沙黎族
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
学、海口经济学院等16个代表团参
加，参演人数579人，参演人员有黎、
苗、回、汉、壮、侗、满、蒙、瑶、土家等

10个民族。为了鼓励创作，推出优秀
作品和优秀人才，本届文艺会演成立
评审委员会，对参演节目将进行评奖，
奖项将以节目类别进行评比，分别决
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等。

本次文艺会演将安排3场演出。
开幕式暨第一场评比演出、第二场评
比演出将分别于11月13日、14日在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1000平方米演播
厅举行，颁奖晚会暨汇报演出将于11

月16日晚在省歌舞剧院举行。颁奖
晚会节目主要由本届文艺会演的获奖
节目和部分参演节目片段组成，旨在
突出展示我省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少数
民族文艺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组委会将通过多
渠道面向广大在校学生、民族文化爱
好者等发放公益门票，让更多公众感
受民族文化魅力。

据介绍，海南省少数民族文艺会

演是我省法定的大型民族文化活动，
得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根据《海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若干规定》，文艺会演每4年
举办一届，我省已先后于 2004 年、
2007年、2010年、2014年成功举办了
4届，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展示了我省少
数民族文艺事业发展成果和民族地区
发展成就，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

我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13日开幕
48个节目集中亮相 展示少数民族文艺发展成果

参加女性题材优秀电视作品推选展播

海南两部影视作品获奖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徐晗溪 通讯员

李蓉蓉）11月1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影视
协获悉，海南影视作品《侬婆》《渔家哩哩美》在第
八届女性题材优秀电视作品推选展播活动中分别
获得二等奖、三等奖。

据介绍，《侬婆》以下南洋为背景，讲述子女在
工作和父母之间的痛苦抉择、父母在守候和期盼中
矛盾纠结的故事，希望以此唤醒人们被忙碌冰封
的温暖情感。《渔家哩哩美》则讲述了渔家女方萍
出钱出力组建临高哩哩美艺术团，将哩哩美文化
发扬光大的故事，多角度展现了海南女性的风采。

据了解，第八届女性题材优秀电视作品推选
展播活动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全国妇联宣传部和中国视协联合举办，以促进妇
女全面发展为宗旨，用影视作品讲好中国女性发
展进步的感人故事。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
白瀛）作为一部以经济视角展现改革
开放40周年成就的电视剧，由陆毅、
袁泉领衔主演的《风再起时》将于5
日起登陆湖南卫视。该剧时间线跨
越改革开放40年，讲述了时代浪潮
中个人命运的变迁。

导演付宁1日在京介绍，该剧主
人公方邦彦（陆毅饰）作为新时期企
业家的代表，有理想、有信念，转业后
投身国家经济建设，从自主创业回归
国企改革；何晓莺（袁泉饰）作为出身
高干家庭的高知女性，在诸多考验中
逐渐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向，最

终与方邦彦携手同行。
付宁说，除了男女主人公的相

濡以沫，陆毅、徐洪浩、朱雨辰饰演
的三个好友在投身时代浪潮时由于
不同选择而产生的分歧，韩童生、吴
刚、丁勇岱、张晨光等老戏骨的侧面

“助攻”也展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
在多重情感的交织中，让剧中人物
更完整、立体，成为改革开放40年
来的缩影。

据介绍，剧中展现了40年来的
重要历史节点，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
础上，兼顾戏剧性，还原一代人的创
业生活、奋斗历程和命运沉浮。

以经济视角展现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

电视剧《风再起时》5日开播
中国舞蹈“荷花奖”
当代舞奖、现代舞奖揭晓

据新华社电（记者施雨岑）记者日前从中国
舞蹈家协会获悉，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
代舞、现代舞评奖近日在广州落幕，经过3天角逐
和数天公示，6部作品分获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
花奖”当代舞奖、现代舞奖。

《与妻书》《运河船工》《黄河》获第十一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当代舞奖，《看不见的墙》《不眠夜》
《命运》获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现代舞奖。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表示，本届“荷花
奖”现代舞作品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观众对现
代舞的态度越发包容，这也让现代舞的创作步入
更高的台阶。

据新华社维也纳10月 31日电
（记者刘向）以外国人视角讲述中国
社会变迁的纪录片《爱上中国》国际
版10月31日晚在维也纳城堡电影院
举行首映式，吸引了约300名奥中各
界人士观看。

这部由浙江卫视制作的三集纪
录片以法国摄影师阎雷30多年拍摄
中国社会变迁的亲身经历为线索，通
过西方人独特的镜头语言，真实再现
一个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社会巨变。

11月4日起，《爱上中国》国际版

将在奥地利OKTO电视台播出，每周
一集，连续播出三周。OKTO电视台
是奥地利维也纳市政府支持的公共
电视台，节目覆盖德语区国家。

阎雷1985年带着好奇的探索者
心态来到中国，把镜头对准了普通

人，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他被誉为
“拍摄中国题材最优秀的外国摄影
家”之一。从北京到侗族山寨，从上
海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到云南哈尼梯
田，阎雷用镜头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
迁，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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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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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爱上中国》国际版首映式维也纳举行

《顾家姆妈》讴歌凡人善举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苏州滑稽剧团现代

滑稽戏《顾家姆妈》10月30日晚登陆北京全国地
方戏演出中心，通过一个贯穿近50年的真情故
事，讴歌了伟大母爱和凡人善举。

该剧由“梅花大奖”得主顾芗、“一度梅”得主
张克勤领衔主演，曾获第十三届“文华优秀剧目
奖”。故事从三年自然灾害讲起，横跨48年时间，
把老少三代迥异的人生经历编织成一幕悲喜相融
的故事，在诠释伟大母爱的同时，颂扬了改革开放
的成就，讴歌了凡人善举的文明之光。

英国筹建首个
全天开放博物馆

据新华社伦敦11月1日电（记
者张代蕾）据英国媒体11月 1日报
道，伦敦正在筹建英国首个真正24
小时不打烊的博物馆。

英国《泰晤士报》当天援引伦敦
博物馆馆长莎伦·阿门特的话报道
说，如果资金按时到位，伦敦博物馆
定于2023年搬迁到新址，同时实现
全天24小时开放。

按计划，伦敦博物馆将搬到距
离现址不远的伦敦市中心的法林顿
地区，那里周边有不少酒吧和早市，
是一个夜生活丰富的地区。阿门特
说，打造24小时博物馆旨在融入社
区文化，刺激当地夜间经济增长，

“伦敦博物馆尝试要和伦敦这座国
际化大都市一样，变得更加开放”。
她说，新馆面积更大，能为更多展品
提供展示空间。此外，一条火车线
路还将从新馆的地下室缓慢穿过，
乘客可透过车窗速览博物馆的部分
展品。预计整个改造计划需 2.5 亿
英镑（约合22.4 亿元人民币），目前
已筹集到大部分资金。

伦敦博物馆1976年开馆，藏品
超600万件，目前每天10时至18时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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