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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郭
萃 王黎刚）11月2日上午，中国足协
在海口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南日报记
者从会上获悉，2018年中国足协中国
之队国际足球赛——中国国家男子足
球队VS巴勒斯坦国家男子足球队的
比赛，将于11月20日20时在海口五
源河体育场举行。这是国家男足第一

次在海南踢正规国际比赛。
据介绍，本场比赛是中国和巴勒

斯坦两国男足国家队时隔4年后再度
交手，两支球队都为明年1月举办的
亚洲杯做全力的准备。这场热身赛对
于双方来说都将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
热身机会。

“此次国足坐镇海口，相信这里舒

适的环境和宜人的气候，加之各方充
足的准备，会让队员们更加安心地备
战。”据中国足协竞赛部高级主管黄松
介绍，今年下半年，国足已经在西亚分
别与卡塔尔、巴林进行了两场热身赛，
上月，又在主场与印度和叙利亚进行
热身。海口之战是国足继续磨合阵
容、锻炼队伍的机会。在明年1月举

行的亚洲杯上，中国队与韩国、吉尔吉
斯斯坦和菲律宾分在同一小组。

据介绍，本场赛事的门票将于近
期对外预售，票价分为 280元、200
元、150元、100元、60元 5个档次。
球迷可前往五源河体育场现场购票，
或通过线上平台购票，详细购票方式
可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五源河体育

场”（wyhtyc）了解。
本次赛事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

海南省足球协会、海口市足球协会承
办，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海口市政府大力支持，中国福特宝足
球产业发展公司作为赛事推广，海南
体育之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推
广支持。

国足20日在海口迎战巴勒斯坦
票价从60元到280元不等

2018—2019海南省足球超级联赛
战罢两轮，万宁烈发足球队表现抢眼，
分别战平和战胜了前两届冠军海口红
色战车队和儋州队，爆出了一个冷门。
万宁烈发队主教练文峰表示，万宁队参
加本赛季海超联赛的目标是力争夺冠。

上赛季海超联赛万宁队表现欠
佳，最终名列第8名，排名垫底。文峰
说，万宁是海南的足球之乡，这几年校
园足球和青训足球发展较快，曾赢得
了2017年省足协杯赛冠军。不过，上
赛季的海超联赛万宁队踢得太差。新
赛季开赛前，万宁队重整旗鼓，他们得
到了新赞助商的青睐，也得到了市政
府的支持。和上赛季相比，万宁队换
了一批新球员，这些球员全都是万宁
籍，其中包括几名在校大学生。球队
中最大牌的球员是王存德，他前不久
入选了国家男子沙滩足球队，是海南
目前唯一的一名国脚。

由新面孔组成的万宁烈发队果然
在新赛季焕然一新，他们首战客场2：
2战平了实力雄厚的海口红色战车

队，次战在主场几百名球迷的助威下，
2：0力克上届冠军儋州队。文峰说，
本赛季万宁烈发队最大的变化就是球
员们团结一心，凝聚力增强了。“上届
比赛垫底的成绩让万宁足球人感到丢
人，本届比赛球员们都铆足了劲要一
雪前耻。”文峰说。

共有8支球队参加本届海超联
赛，文峰透露，万宁烈发队的目标非常
明确，力争冠军，代表海南参加中冠联
赛。“今年的比赛竞争比去年还要激
烈，各队都想争冠，代表海南参加全国
比赛。万宁烈发队的战术突出一个快
字，我们不和对手拼力量和身高，小快
灵是我们的风格。”文峰说。

政府的支持也是万宁烈发队敢于
说出争冠的主要原因之一。万城的11
个公交站悬挂了万宁烈发足球队的“全
家福”和赛程表。文峰说：“足球在万宁
越来越热，这对我们队是个鞭策，鼓励
我们在海超联赛中踢出好成绩。”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万城11月2日电）

第二轮战胜上届冠军儋州队

万宁烈发队目标直指海超冠军

2 日，在 2018 赛季
中超联赛第 28 轮比赛
中，贵州恒丰队主场0：2
负于广州富力队，提前两
轮降级。图为贵州恒丰
队球员斯蒂夫（左）在比
赛中。

新华社发

0：2负于广州富力队

贵州恒丰提前降级

新华社广州11月2日电 （记
者荆淮侨）中超联赛第28轮比赛3
日将迎来一场天王山之战，广州恒
大将在主场迎战上海上港。赛前，
广州恒大队长郑智说，虽然球队排
名与以往不太一样，但目标不会改
变。自己很感兴趣球队在追赶者的
位置上，能爆发出多大的能量。

中超联赛还剩3轮，作为联赛
排名前两位的球队，目前广州恒大
仅落后上海上港2分。此役，如果
恒大能取胜，在仅剩两轮的情况下，
将超过上港，占据联赛头把交椅。

一旦上港完成赛季对恒大的双杀，
将在积分榜上领先恒大5分，夺冠
悬念不大。

此前，网上有消息称，恒大俱乐
部将在本场比赛实行重奖，一旦获
胜，赢球奖金高达2600万元。但据
恒大内部人士透露，此消息不实。

郑智说，追赶者的身份能让球
队保持更强战斗力，“一支优秀的
球队，不但是领跑，也要能追赶，最
重要的是，撞线时我们在什么地
方”。

“我们的位置和往年不同，但我

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对于接下来的
比赛，他也表示，目前积分双方很胶
着，接下来三场都很重要，每一场都
不能有失，每场比赛都需要拿到三
分，明天的比赛只是其中一场。

上港队助教菲利佩表示，非常
期待3日的比赛，他也表示必须发
挥出最好的水平才能取胜，球队的
目标是全力争取三分。

上港两名主力贺惯和于海也随
队来到广州，并参加了最后的踩场
训练，至于是否出场，菲利佩说需要
视最后一堂训练课的情况而定。

中超联赛第28轮将上演天王山之战

恒大盼主场拿下上港

骑士91：110掘金
凯尔特人117：113雄鹿
76人122：113快船
国王146：115老鹰
鹈鹕119：132开拓者
雷霆111：107黄蜂

NBA常规赛战报

万人徒步大会
17日将在海口举行

本报讯 2018海南亲水运动季“最美海岸线”
万人徒步大会将于11月17日在海口市世纪公园
举行，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公众号“海南亲水运
动季”进行个人或团体报名。

活动将从海口市世纪公园音乐广场出发，途
经万绿园、海口湾，再沿海岸线回到音乐广场，全
程约10公里。活动途中，组委会设计了众多特色
活动，以增强市民参与体验感，活动预计招募约
10000人。

本次“最美海岸线”万人徒步大会是2018海
南亲水运动季系列活动之一，由国家体育总局、海
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体讯）

世界女子围棋锦标赛

韩国提前锁定冠军
新华社苏州11月2日电（记者王恒志）第九

届世界女子围棋锦标赛2日在苏州孙武书院结束
半决赛，随着崔精击败黑嘉嘉，韩国选手历史上首
次在这一赛事中会师决赛，提前包揽冠亚军，并实
现该项赛事韩国棋手三连冠。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韩国队首次在这一赛
事中会师决赛，中国队虽然只在该项赛事中3次
夺冠，但包揽冠亚军的表现已经出现过两次。

11月2日，在2018国际泳联短池游泳世界杯
北京站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冰
洁以3分59秒20的成绩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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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五指山11月2日电（记者
贾磊 通讯员丁尚贺）11月 1日晚，

“群艺大舞台”文化进万家惠民演出
活动走进五指山市番阳镇，为当地村
民送去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

演出在舞蹈《花开盛世》的表演
中拉开帷幕，随后，歌伴舞、小品、杂

技、魔术、女生独唱、摇滚串烧等精彩
表演先后登台。脱贫攻坚题材小品
《一起奔小康》，生动展现了扶贫干部
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工作中的酸
甜苦辣。整场演出形式多样，精彩连
连，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欢呼
声。演出中间还穿插了脱贫攻坚知

识有奖问答。
据了解，“群艺大舞台”是由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的公益性
群众艺术精品展演活动，每年在全省
各市县轮流举办12场以上文化惠民
演出，将全省精品文艺节目以及优秀
群众文艺作品送到基层。

“群艺大舞台”惠民演出走进五指山

中国水墨艺术展走进埃及
据新华社开罗11月1日电（记者于涛 李碧

念）为期5天的“视觉中国·洲际行”埃及中国水墨
艺术大展11月1日在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开幕，马
海方、郑山麓等6位艺术家的30余件作品参展，
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水墨画、书法和篆刻作品等。

水墨作品题材包括中国西部黄土高原、江南
山水、民俗传说以及京剧脸谱、剧中人物等。此
外，还有一些书法卷轴和绘有水墨画的精美瓷器。

据悉，展览期间还将举办中埃两国艺术家笔
会等活动。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总经理代柳梅说，埃及
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也是“一带一
路”沿线重要国家。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和开罗中
国文化中心共同举办此展就是为了增进两国人民
的相互了解，让更多埃及民众感受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

“视觉中国·洲际行”自2011年启动后已在亚
欧非多国举办活动，致力于将水墨画、书法、篆刻、
陶艺等中国传统文化精品推向国际艺术殿堂。

据新华社重庆11月2日电（记
者刘恩黎）日前，重庆师范大学考古
学及博物馆学实验中心通过对重庆
出土的中华苏门答腊兔等小型哺乳
动物化石研究，推测出上万年前三峡
地区的气候类型或属热带气候。

据介绍，考古团队历经5年对三

峡丰都瓦啄嘴遗址出土的多种小哺
乳动物化石进行深入研究，“破译”了
当地气候变迁“密码”，为重庆曾处于
热带季风气候区提供了实物证据。

据了解，中华苏门答腊兔属于最
稀少世界濒危动物之一，该类小哺乳
动物长期生活在热带，此次出土的中

华苏门答腊兔右下颌骨化石也是在
亚洲范围内第二次发现该物种化石。

中华苏门答腊兔化石的发现，为
当地气候变迁提供了实物参考，结合
之前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出土的热
带小褐菊头蝠骨骼，可推测出8万年
前重庆气候类型或属热带季风气候。

考古发现三峡地区或曾属热带气候

胡军、濮存昕领衔主演

中文版《哈姆雷特》
28日开启全球巡演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作为英国皇家莎士
比亚剧团“莎剧舞台本翻译计划”受邀作品，由李
健鸣翻译、李六乙导演的《哈姆雷特》将于28日在
国家大剧院首演并开启全球巡演。剧中，胡军扮
演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濮存昕饰演克劳狄斯和老
王的鬼魂，卢芳分饰奥菲利亚和王后两个角色。

李六乙1日在京介绍，《哈姆雷特》是他与英
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继《李尔王》后合作的第二部
作品，该版本中文翻译将力求在诗化和戏剧化之
间取得平衡，以更符合中国观众欣赏习惯。

作为北京人艺演员，胡军曾主演过《原野》《人
民公敌》《军用列车》等话剧。他说：“哈姆雷特是
演员的标杆。”

现任中国剧协主席的濮存昕是演出莎士比亚
戏剧最多的中国演员。他曾在林兆华导演的《哈
姆雷特1990》中饰演过哈姆雷特，在那版中，胡军
饰演的是掘墓人。“中国人对莎士比亚要有自己的
解读，这种解读离不开莎士比亚的文本，我们要结
合自己的文化，结合中国创作者们的生命状态，去
发现。这一定是中国式的作品。”濮存昕说。

剧中，德国设计师迈克尔·西蒙担任舞美设
计，中国香港服装造型设计师张叔平任服装设计。

新华社东京11月2日电（记者
杜潇逸）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颁奖
典礼2日在东京举行。中国影片《第
一次的离别》和《武林孤儿》分获“亚洲
未来”单元最佳影片奖和国际交流基
金亚洲中心特别奖。

《第一次的离别》以新疆沙雅地
区少数民族儿童的视角，通过一次
离别讲述童年友谊和母子亲情。评
委评价该片“用如诗般美丽、简单、
直率的方式讲述严肃而复杂的话
题，观众仿佛中了魔法一般被吸引
到了故事中。”

新锐导演黄璜的《武林孤儿》讲述
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一所武术学校
里的故事。评委称这部影片的画面和
叙事方式十分精巧，故事主题和多元

化的表现方式让人印象深刻。
“亚洲未来”单元选取亚洲新锐

导演作品评选，并对能跨越文化边
界，有望在世界舞台活跃的导演颁
发国际交流基金亚洲中心特别奖，
以示鼓励。

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最
佳影片奖花落法国电影《阿曼达》，
该片亦获最佳编剧奖。丹麦演员
耶斯佩尔·克里斯滕森凭借在《弗
罗斯特之前》中的精彩表演获最佳
男演员奖，该电影获评委会特别
奖。意大利电影《希望的另一边》
导演爱德华多·德·安杰利斯和主
演皮娜·图尔科分获最佳导演和最
佳女演员奖项。

本届电影节将于11月3日闭幕。

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举行颁奖典礼

两部中国儿童题材影片获奖

《
第
一
次
的
离
别
》
剧
照

11月2日，在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文化站，福州市创新评话剧团团长张
彬官为群众表演廉政评话《落马记》。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定期邀请民间评话艺人，结合警示故
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内容，在居民聚集地为市民表演福州评话，介绍优秀勤
廉人物事迹、家风家训故事。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福州：廉政评话扬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