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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8海
南亲水运动季国际风筝帆板公开赛9
日在海口假日海滩落幕。此次比赛
吸引来自国内外的80名优秀风筝帆
板运动员及爱好者参加。双向板竞速
男子国际公开组的竞争异常激烈，来
自泰国的普德拉将金牌收入囊中。该
组别亚军由山东选手张浩然获得，季
军由同样来自山东的武建岗获得。

已经接触风筝帆板14年的普德
拉多次来到中国参加风筝帆板比
赛。他说：“每次来中国参加比赛都
能认识不同的朋友，我很开心。”谈及
如何制胜时，他表示，比赛时需要思
路清晰、及时预判和观察，比赛节奏
紧凑，一秒钟的时间就可能让你错失
机会。

在双向板竞速女子国际公开组
的比赛中，福建姑娘陈静乐获得冠
军，两个山东姑娘李科汶和徐英豪分
别获得亚军、季军；水翼板国际公开
组比赛中，山东选手张浩然获得冠

军，山东选手武建岗、福建选手邓晓
成分获亚军、季军；双向板竞速男子
中国精英组冠军花落海南选手孔德
龙，辽宁选手田嵩夺得亚军。双向板

竞速女子中国精英组冠军花落新疆
选手聂颖。

据中国风筝帆板国家集训队主
教练翟大辉介绍，风筝帆板作为当今

最时尚的海洋运动之一，深受国内外
风筝帆板俱乐部、职业选手、爱好者
的喜爱，并正式成为2018青奥会比
赛项目、2024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

环岛皮划艇赛
三亚收官
中国香港选手夺男子组冠军

本报讯 2018“大东海杯”环海南
岛国际皮划艇大赛10日在三亚大东
海迎来收官战。最终，中国香港年轻
小将张子冲夺得男子单人组冠军，王
小露获得女子个人组冠军，双人组冠
军被刘正琪、英朝翔组合收入囊中。

环海南岛国际皮划艇大赛自本月1
日开始，先后在海口红城湖、琼海美岭
湖、万宁神州半岛公园、陵水陵河及三
亚大东海举办，赛事航道累计总长60
公里。

省体育旅游协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是海南首次举办环海南岛皮划
艇比赛，作为2018年海南亲水运动季
项目之一，该项赛事的举办将会促进
皮划艇项目更好地推广和普及。

三亚大东海比赛结束之后，组委
会举办了水上船艇项目体验教学、皮
划艇家庭接力赛、皮艇球投篮等趣味
性十足的嘉年华活动，吸引近千名市
民参与。 （李杏）

海南国际风筝帆板公开赛落幕

瓦基弗银行队主帅：

非常幸运执教朱婷
据新华社杭州12月10日电（记者夏亮 韦

骅）卫冕冠军瓦基弗银行队9日晚在2018年女排
世俱杯比赛中成功卫冕，朱婷也荣膺了赛事最佳
球员和最佳主攻。赛后瓦基弗银行队主教练古德
蒂表示，非常幸运能够执教朱婷。

对于蝉联赛事最有价值球员的朱婷，古德蒂也
是不吝溢美之词。“我非常幸运，能够执教朱婷。她
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不接受失败，每天都尽最大努
力去训练，在比赛中展现最好的状态。”古德蒂说。

由于朱婷的存在，决赛彻底成了瓦基弗银行
队的主场，朱婷的球迷身着颜色统一的黄色帽衫，
挥舞着“朱婷加油”的标语，为朱婷的每一次扣球
以及瓦基弗银行队的每一次得分而欢呼雀跃。面
对小组赛中曾经战胜过的对手米纳斯女排，瓦基
弗银行队在比赛中并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最终
如愿以偿卫冕成功。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通讯员 何颖

多个亲水运动季重点项目近日
在我省各市县上演。环海南岛国际
皮划艇巡回赛海口站、三亚海上国
际顶级极限跳水大师赛、万宁冲浪
度假营、文昌国际沙排邀请赛等刚
结束，海口国际风筝帆板公开赛、陵
水中华传统龙舟体验活动等又接踵
而至。随着海南旅游旺季的到来，
第二届海南亲水运动季开始上演冬
季狂欢秀。

作为一个专为海南体育旅游量身
打造的大型特色项目，亲水运动季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省内多名专家一
致认为，亲水运动季的终极目的是促
进体育旅游消费，为海南建设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做贡献。

拓展海南旅游空间

海南师范大学体育旅游产业研究
中心主任夏敏慧说：“亲水运动季将体
育和旅游、文化等资源整合在一起，海
南可以打造新的旅游目的地，将拓展
海南的旅游新空间，把体育、旅游、文
化等产品带动起来，终极目标是拉动
产业发展，刺激体育旅游消费。”

她说：“亲水运动季无形中在海南
体育旅游发展中起到了示范作用，刺
激体育旅游消费的同时，也能引来资
本的关注。如今旅游正在从传统的观
光型向体验型转变，而亲水运动季‘旅
游+体育’的模式，为消费者带来别开
生面的体验式旅游，满足大众多样化
的健身需求。”

一地一特色

今年亲水运动季在去年东部沿海
6市县的基础上，重点打造以“山海结
合”为主题的山地体育旅游项目。

海南工商学院教科处处长、体育
产业研究专家宋静敏认为，海南山地
面积广阔，待开发旅游产品丰富，今年
亲水运动季推出“山海结合”赛事活动
进一步丰富了项目的内涵，是对亲水
运动季的全面提升。随着“山海结合”
的开展，它将起到对山地地区的辐射
作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他说：

“不仅仅是五指山和乐东，陵水、琼中、
三亚、东方、昌江、白沙、保亭等都是适
合开展热带山地体育旅游的市县，比
方说琼中的黎母山、陵水的吊罗山、东

方的霸王岭、保亭的七仙岭和呀诺达
热带雨林旅游风景区，均可以广泛开
展山地‘亲水’项目。”

他说，从全域旅游的视角出发，亲
水运动季项目设置可以做到一地一项
目、一地一特色、一地一品牌，让参与
的市民游客对亲水运动季的品牌有直
观的认识和了解。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海南体育旅游对标的是国际知名
的旅游目的地，作为海南体育旅游的
重要项目，亲水运动季需要借鉴国外
成功经验，走国际化道路。

“与世界四大旅游名岛巴厘岛、夏
威夷、普吉岛、济州岛相比，海南岛无论
是在地理位置、气候环境还是自然风

光、人文风情上，都毫不逊色，但体育旅
游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还远不及四大旅
游名岛。”夏敏慧说，“海南岛开发和宣
传的力度还不够，亲水运动季滨海项目
需要开发一些能够得到国际游客认可
的、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吸引物。”

海南大学体育部教授、体育产业
研究专家王公法说，在引入国际赛事
方面，今年的亲水运动季在质与量上
有了较大的飞跃，相继引进了国际海
上极限跳水大师赛、国际风筝帆板公
开赛等一批最时尚的水上运动。国际
海上极限跳水大师赛也是在中国首次
举办，举世瞩目，来自全球极限跳水运
动领域的顶尖选手展开激烈角逐，为
广大观众和游客呈现了一场精彩刺激
的高空跳台视觉盛宴。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

省内专家谈海南开展亲水运动季

让参与者体验“旅游+体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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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南丽湖自行车赛将开赛
分六个组别进行

本报定城12月10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
者司玉）2018环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自行车赛暨
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定安站）将于12月
15日在定安县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开赛。

据悉，比赛以山地赛形式展开，赛道单圈长度
为5公里。比赛分为骑游组、女子公开组、女子少
年组、男子少年组、男子40岁以上组和男子公开
组共6个组别进行。其中，男子公开组还内设海
南男子公开组。

文娱新闻 综合
2018年12月11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王凤龙

久石让音乐会下周海口奏响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卫小林）12月

22日晚，日本电影配乐大师久石让为日本动漫电
影大师宫崎骏配乐的经典动漫电影配乐音乐会将
在海口华人国际剧院奏响。

据介绍，此次音乐会名为“久石让·宫崎骏动
漫视听系列主题音乐会”，由内地新锐乐团旭和坊
室内乐团担任演奏任务。整个音乐会采用大屏幕
播放经典电影片段剪辑+乐队现场演奏片中配乐
的形式，让乐迷既能欣赏宫崎骏经典动漫片段，同
时又能品味久石让经典配乐。

据了解，此次来海口演出，旭和坊室内乐团将
为我省乐迷带来10多段久石让为宫崎骏动漫电
影创作的经典配乐，包括《天空之城》中的《伴随着
你》，《千与千寻》中的《生命之名》《重新开始》《千
与千寻》，《魔女宅急便》中的《看见海的城市》《启
程》，《风之谷》中的《风之谷》，《哈尔的移动城堡》
中的《世界的约定》《人生的旋转木马》，《幽灵公
主》中的《幽灵公主》，《龙猫》中的《邻居家的多多
洛》《风之甬道》等。

宫崎骏的动漫之所以闻名，并且很受中国影
迷喜爱，久石让的电影配乐功不可没。他们两人
一个画画，一个作曲，用一部部动漫影片吸引众多
影迷。宫崎骏2002年斩获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
节最佳影片金熊奖，2003年获第75届奥斯卡最
佳动画长片奖，2014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曾丽芹）12月8日晚，由教
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主办的

“2018高雅艺术进校园——辽宁芭蕾
舞团走进海南师范大学专场演出”在该
校桂林洋校区举行，全校2000余名师

生共同欣赏了这场芭蕾艺术的盛宴。
当晚的演出在现代芭蕾《悬崖》的

演出中拉开帷幕，灯光交替转换，演员
从容起舞，乐舞交相辉映，演出一开始
就给该校师生带来了很大的视觉震
撼。此后，《艾斯米拉达》《堂·吉诃德》

《俑》《天鹅湖》《茉莉花》等经典或原创
芭蕾舞作品轮番上演，让海师大师生
近距离欣赏到了芭蕾舞演员们高超的
演技，更深深感受到了芭蕾舞艺术的
独特魅力。

据了解，辽宁芭蕾舞团成立于

1980年，一直以来，该团在坚持引进
排演世界古典芭蕾舞作品的同时，致
力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芭蕾艺术作
品，在探索建立中国学派芭蕾艺术道
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海南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高雅艺术进校园一直备受海师大师生
的欢迎和好评，特别是此次辽宁芭蕾
舞团送来的芭蕾舞专场演出，让海师
大师生在感受芭蕾舞艺术的同时提高
了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将有利于促
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2018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海南举行

辽宁芭蕾舞团为海师送来专场演出

据新华社洛杉矶 12 月 9 日电
（记者高山）迪士尼公司发行的动画
片《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本周
末3天入账1614万美元，实现北美
周末票房榜“三连冠”。

本周末，北美没有大规模上映的
新片来吸引观众，票房榜前五名仍是
上周的老面孔。据统计，本周末北美
票房总额低于8300万美元，为今年
以来北美周末票房总额的最低值。

由于没有强劲对手，《无敌破坏

王2》连续3周称雄票房榜，其北美票
房总额超过1.4亿美元，全球票房总
额也已超过2.58亿美元。该片讲述
了破坏王拉尔夫和调皮女孩云妮洛
普在网络世界的冒险历程。

环球影业发行的动画片《绿毛怪
格林奇》虽已上映5周，但仍有不俗
表现，本周末3天入账1517万美元，
继续保持第二名的位置，这也是北美
票房史上首次出现动画片连续两周
占据周末票房榜前两名。《绿毛怪格

林奇》根据美国著名儿童文学家苏斯
博士的作品改编，讲述格林奇因为不
喜欢过圣诞节而实施了偷走小镇居
民所有圣诞装饰和礼物的恶作剧。

米高梅公司发行的拳击片《奎迪
2》周末3天入账1032万美元排名第
三。排名第四、第五的分别是华纳兄
弟公司发行的奇幻片《神奇动物：格林
德沃之罪》和20世纪福斯公司发行的
传记片《波希米亚狂想曲》，周末3天
分别入账680万美元和600万美元。

高英培相声欣赏会
天津上演

新华社天津12月10日电（记者
周润健）《报菜名》《这是怎么了》《学评
书》……9日，纪念相声表演艺术家高
英培先生诞辰90周年相声欣赏会在
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举行，一个个诙谐、
幽默的相声段子接连上演，“笑”果十
足。石富宽、李伯祥、刘俊杰、刘伟、赵
伟洲、刘全刚等相声名家以及高英培
之子、相声演员高玉庆，高英培的弟子
李嘉存、孟凡贵等现场表演相声来纪
念高英培先生。

高英培是享誉全国的著名相声表
演艺术家，1928年生于天津，1979年
与范振钰一起调入全总文工团。他与
范振钰合说的相声《钓鱼》《跟谁对着
干》《不正之风》《孝子》《教训》等节目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功塑造
了“二他爸爸”“坐地炮”“万能胶”等一
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

“作为他的后人，我打心眼里替父亲
高兴。我父亲已经走了16年，但观众没
有忘记他。”高玉庆动情地说，“大家对我
父亲的评价是‘厚道’，这是对我父亲为
人以及他的相声艺术的高度肯定。”

相声名家李金斗说，高先生的每
一个相声段子都能打动老百姓的心。
他心里装着老百姓，替老百姓说话，也
爱戴老百姓。“高先生与老百姓的这种
关系，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本次演出是纪念著名相声表演艺
术家高英培先生诞辰90周年系列活
动之一，由天津市文联、天津市曲协与
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曲协共同主办。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
者白瀛）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
推介影片《中国合伙人2》将于18日
起在全国上映。

导演刘亚当10日在京介绍，《中
国合伙人2》讲述了从上世纪90年
代末至今的近20年中，互联网行业
在中国从发轫、发展到行业泡沫，再
到高速爆发、行业成熟的过程，选取
了3位有代表性的行业人物——程
序员楚振辉、秦磊和投资人徐顺之。

“影片围绕楚振辉、秦磊，并以徐
顺之的视角展现了程序员向创业者
的蜕变，讲述他们3人在互联网大潮

中创业、守业以及行业升级的故事，
表现了中国互联网人的中国精神和
民族情怀。他们将成为新时代的中
国合伙人。”刘亚当说。

影片由赵立新、凌潇肃、王嘉、董
琦、马梦唯、寇世勋、杨轶、王劲松等
主演。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影股份、
华夏电影公司等单位日前推介了《照
相师》《闽宁镇》《中国合伙人2》《黄
大年》等9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重点国产影片。

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

电影《中国合伙人2》本月18日上映

➡《中国合伙人2》剧照

《无敌破坏王2》北美票房“三连冠”

《无敌破坏王2》剧照

12月6日至10日，2018丝绸之路国际
时装周在西安举行，中国以及来自意大利、俄
罗斯、印尼、新加坡等国家的设计师发布了多
款时装作品。图为模特12月9日在展示意
大利时装设计师Giovanni Clemente的时
装作品。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丝绸之路国际时装周西安落幕

C罗“邀请”梅西来意甲
据新华社罗马12月10日电 意大利媒体《罗

马体育报》10日发表了葡萄牙天王C罗的专访，
目前效力尤文图斯队的C罗在采访中谈了自己和
梅西的关系，并表示希望梅西未来也到意甲开启
一段新的足球生涯。

C罗今夏离开效力9年的皇家马德里队，加
盟意甲豪门尤文图斯，在为皇马征战西甲期间，他
和在巴萨踢球的梅西之间的竞争堪称足球史上的
一段佳话。在莫德里奇今年相继获得国际足联世
界足球先生和“金球奖”前，“梅罗”垄断足坛两大
荣誉长达十年之久。

当被问到是否想念和梅西的竞争时，C罗说：
“没有，或许他会更想念我。我在英格兰、西班牙
和意大利都踢过球，而他一直都在西班牙，对我来
说生活就是一个挑战，我喜欢通过迎接挑战给人
们带去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