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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喧嚣即将过去。回首
这一年，虽然欧洲主流联赛的王座依
然被传统豪强把持，但在这个因世界
杯而特殊的年份，法国队的问鼎依旧
让人们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在五大联赛的冠军中，虽然只有
尤文图斯和拜仁慕尼黑队成功卫冕，
但巴塞罗那、巴黎圣日耳曼和曼城也
都是清一色的老面孔，而且除了尤文
图斯“仅”以4分优势力压那不勒斯夺
冠之外，另外四支球队皆与第二名拉
开了10分以上的差距，竞争难言激
烈，也让联赛早早失去悬念。

虽然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法案颁布
已有年头，但是五大联赛的两极化却

愈发明显，留给莱斯特城们上演奇迹
的空间已是越来越小。不仅仅是五大
联赛，就连精英荟萃的欧冠联赛，其冠
军奖杯也连续三年成为皇家马德里的
囊中之物。

如果将五大联赛比喻成已让球迷
们感到平淡的一日三餐，那么今夏在
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就是四年一度的
豪门盛宴。

继意大利、荷兰两支老牌强队无
缘本届世界杯之后，德国、西班牙队等
传统豪门继续在俄罗斯上演“翻车”事
故。上届冠军德国队爆冷小组出局，
志在卷土重来的西班牙队在开赛前一
天解雇主教练洛佩特吉，犯了临阵换

帅这一兵家大忌的“斗牛军团”在点球
大战中负于俄罗斯队，止步16强。除
此之外，巴西、阿根廷队的表现也难以
用满意来形容。反倒是开局慢热的法
国队，在进入淘汰赛后大放异彩，连克
强敌，最终在决赛里4：2力克克罗地
亚队，队史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法国队
算不上“新科冠军”，但1998年那次本
土夺冠的经历已是过去了二十年的前
尘往事，再加上之后法国队起起伏伏，
因此本次登顶世界之巅依旧可以看成
是一次新王加冕。

除了世界杯，象征个人领域至高
荣誉的金球奖也告别了梅西与克·罗

纳尔多（C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
面，莫德里奇在“梅罗时代”闯出了自
己的一片天空。

从2008到 2017，梅西与C罗已
经“霸占”金球奖整整十年。不知从
何时起，人们开始盼望着新人横空出
世打破“梅罗”对金球奖的垄断。而
这样的期待更多地被寄托在内马尔、
格列兹曼等后辈身上，鲜有人相信莫
德里奇能够捧走“金球”，因为他既不
是进球如麻的得分机器，也非形象出
众的“流量担当”。但随着皇马加冕
欧冠、克罗地亚队闯入世界杯决赛，
在两项赛事中都有出色发挥的莫德
里奇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好。果然，在

最终的评选中，莫德里奇以绝对优势
战胜C罗、格列兹曼，成为金球奖的
新主人。

莫德里奇以33岁的“高龄”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还有一帮老将则翻
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布冯、伊涅斯
塔在今夏离开了效力多年的尤文图斯
和巴塞罗那队，转投新东家。此外，还
有德罗巴、特里、卡里克……他们都选
择了脱下战袍，有的拾起教鞭，有的则
投身公益。在今后，他们或会淡出人
们的视野，但并没有真正离开，只是换
了一种方式，与球迷相伴彼此。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记者 韦骅 郑道锦）

冠军常客与新王加冕
——2018国际足球综述

本报海口12月19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12月19日从“和
刘国梁打乒乓——‘富力杯’海南社区
乒乓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获悉，该项
比赛将于2019年1月5日至20日在
澄迈县富力红树湾举行，比赛分为成
年组和青少年组两个组别，届时将有
来自省内各大型社区160名成年选手
和20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参赛选手
将参加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

打、青少年单打等4个比赛项目的角
逐，总奖金10万元。

此次赛事是海南首次针对大型社
区举办的乒乓球赛事，为进一步推广
赛事，主办方将邀请中国乒协主席刘
国梁及两位世界乒乓球冠军来琼，在
决赛期间与选手们展开互动。

本次比赛由中国乒乓球协会、海南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富力集团主
办，富力集团海南区域公司、海南省体

育旅游协会承办。富力集团曾连续主
办4届海口马拉松赛、独家冠名全国女
子/男子拳击锦标赛暨亚运会资格选拔
赛等。该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乒乓
球是中国的‘国球’，很多海南人和在海
南居住的‘候鸟’都喜欢乒乓球。我们
举办本次比赛的目的是让这些乒乓球
的‘发烧友’能有机会和乒球国手们同
场竞技。我们打算把这项比赛长期办
下去，办成一项全民健身的品牌项目。”

海南社区乒乓球邀请赛即将开打

■ 阿成

正在阿联酋进行的一项足球赛
事名头很大，这就是国际足联俱乐
部世界杯，简称世俱杯。这是一项
由国际足联主办、来自六大洲顶级
俱乐部球队参与的国际性足球锦标
赛，参赛队为各洲冠军以及东道主
球队。但是，各洲足球水平参差不
齐，所谓顶尖球队也只有欧冠冠军
而已。因此，此项赛事的竞争性和
竞技水平并非世界级，推出后一路
遭到冷遇。本年度的赛事进程，更
变得“悄无声息”。

一场冷门刺激了世俱杯的热
度。在北京时间12月19日凌晨进行
的首场半决赛中，东道主阿尔艾因队
以 2：2 逼平新科南美解放者杯冠军
阿根廷河床队，并在点球决战以5：4
淘汰对手，挺进决赛。这一冷门赛果
让议论世俱杯的球迷数大增，主要是
吐槽和看热闹的。

这一冷门也刺激了球迷的脑洞，

如果鹿岛鹿角爆冷淘汰皇马，世俱杯
决赛岂不成了“亚冠决赛”。皇马出
局当然是小概率事件，但并非妄想。
两年前的世俱杯，以东道主身份参赛
的鹿岛鹿角在半决赛中淘汰南美冠
军国民竞技，在决赛中一度将皇马逼
入绝境。皇马依靠C罗点射扳平比
分，加时赛 C 罗又打入 2 球，皇马才
险胜夺冠。此外，非洲球队也曾打入
世俱杯决赛。

世俱杯一再爆冷，难道亚洲、非
洲球队的水平已提升到可以挑战欧
美强队了？当然不能这么说，这些冷
门并非实力的真实反映。一方面，欧
美球队可能不太重视，也有些轻敌，
并未全力以赴。另一方面，爆冷的只
是赛果，从比赛场面和技战术含量来
看，还是欧美球队占优。

但这些冷门说明了，所谓世俱杯
根本算不上世界最高水平的俱乐部
赛事。而水平不高，正是世俱杯遇冷
的根本原因。据说国际足联又考虑
世俱杯改制了，要提升竞技水平，让
更多高水平欧洲队参与。这就对路
了，提升水平才是根本，靠冷门抢不
了多少热度。

世俱杯靠冷门抢热度
大侃台

北京时间12月 19日，在英格
兰联赛杯四分之一决赛中，曼彻
斯特城队通过点球大战，在客场
以4：2战胜莱斯特城队，晋级四
强。图为曼城队球员德布劳内在
比赛中。 新华社发

英格兰联赛杯

曼城晋级四强

全国指弹球精英赛
三亚开赛

本报三亚12月19日电（记者徐慧玲）12月
19日，2018全国指弹球精英赛暨2018“三亚球
王”全民健身民间指弹球争霸赛三亚开赛。来自
全国各地的多支队伍齐聚鹿城，选手们纷纷在球
台上亮出自己的“弹指神功”比拼较量。

此次比赛中的“球王”男单、女单赛时间持续
至20日，精英赛男团、女团、混合赛20日开赛持
续至22日。

指弹球也称为弹珠球、玻璃球，是不少“70
后”“80后”，甚至是“90后”的童年记忆。如今作
为正式球类运动登上赛场的指弹球，有了不一样
的面貌：10颗玻璃质球为击打球，红、蓝各一颗塑
质球为母球，双方选手在球桌上进行对战。此次
比赛采用中国掷球协会审定的指弹球竞赛规则。
单人赛、混合双人赛每场限时50分钟，每局先得
6分者为胜。团体赛则采用三盘两胜制（每盘限
时45分钟）进行比赛。

索尔斯克亚出任
曼联代理主教练

据新华社伦敦12月19日电（记者王子江）
曼联俱乐部19日宣布，曾在球队效力11个赛季
的著名前锋索尔斯克亚已经被任命为代理主教
练，接替前一天被解职的穆里尼奥。

俱乐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索尔斯克亚的任期
到本赛季结束为止。

45 岁的索尔斯克亚来自挪威，1996 年到
2007年在曼联效力，上场366次攻入126球。他
职业生涯中最著名的进球，当属1999年在欧冠决
赛时为曼联攻入的制胜一球。

“曼联一直在我心中，能够以这样的身份回来
感觉太好了。”索尔斯克亚在声明中说，“这是我必
须抓住的机会。”

俱乐部还透露，曾担任弗格森助理教练的费
兰将再度出山，担任索尔斯克亚的助手，穆里尼奥
的两位教练组成员卡里克和麦肯纳也将留任。

年终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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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2月 19日讯 （记者
郭萃）12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综合保税区获悉，12月24日至26
日，海口综保区将举办主题为“再现
毕加索”的国际艺术品保税展示交易

会，期间将展出200余件国内外艺术
大师的真迹，并在现场进行竞拍。活
动期间，还将举办毕加索艺术沙龙，
旨在为岛内外广大艺术品爱好者、收
藏家、拍卖行和艺术从业机构搭建起

一个交流的平台。
今年10月由国务院印发的《中

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明确提出：“支持在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设立国际文化艺术品交易场所，依

法合规开展面向全球的保税文化艺
术品展示、拍卖、交易业务。”海口综
保区将发展文化保税业务作为建设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首批10
项任务清单。

据了解，此次国际艺术品大展由
海口综保区主办，海南省博物馆、海
口市会展局、火凤凰国际文化集团有
限公司协办，广东皇者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承办。

海口将办国际艺术品保税展示交易会
届时展出200余件国内外艺术大师真迹并现场竞拍

本报海口12月19日讯（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冯华 实习生余梦
月）海南师范大学12月 19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我省首支编制齐
全的大学生交响乐团——海南师
范大学青年交响乐团完成组建并
定于12月23日晚在省歌舞剧院举
办2019年新春音乐会。这是该乐
团自今年 3月开始筹建以来面向

公众推出的首场演出。
据介绍，该乐团的 62 名演员

均由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年
教师和管弦乐专业在读学生组成，
是我省首支编制齐全的大学生交
响乐团。首场音乐会以“不忘初心
跟党走，改革开放铸辉煌”为主题，
将献演的 11个节目涵盖管弦乐、
小提琴协奏曲、男女声独唱、交响

大合唱等多种形式。
今后，该乐团将不断提高创作

能力和演出水平，提升演出的艺术
性、普及性、国际性、多元性，通过

“进学校、进社区”等形式，每年举
办不少于 10场高水平演出，用高
雅音乐讲好海南故事，为满足海南
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雅艺术的需
求作出贡献。

海师组建我省首支大学生交响乐团
12月23日晚在省歌舞剧院首演

本报三亚 12 月 19 日电 （记
者孙婧）第六届中国国际音乐产
业大会 12 月 18 日在北京开幕，
三亚国际音乐节获得大会颁发的
音乐产业新锐奖。三亚国际音乐
节是国内首个原创电音 IP，第二
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将于 12 月 27
日至 31日举行。

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有关
部门了解到，凭借今年 3 月举办
的首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取得的优
异成绩，三亚国际音乐节获得了
业内众多专家和广大乐迷的认

可。首届三亚国际音乐节举办之
时，有超过 10 万名乐迷走进现
场，引发强烈反响。

第二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将在
三亚海棠湾四季酒店广场设置 4
座大型舞台，主会场以“花与爱”
为创意核心的主舞台、电音图腾
大蜘蛛舞台、国际厂牌联合舞台
及非洲舞台组成。表演阵容也较
首届更丰富，两天 4 个舞台共 72
组表演嘉宾登台，其中有马丁、
W&W 组 合 等 国 际 顶 级 DJ 参
与。与此同时，舞台还有多组烟

火特效，在 12 月 31 日跨年倒数
计时之际，将有持续 8 分钟的烟
火表演。

为打造三亚“跨年胜地”这一
城市名片，第二届三亚国际音乐
节在主会场外，还将在三亚市区
进行花车巡游及城市舞台表演。

三亚国际音乐节主办方相关
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音乐
节以文旅融合为契机，积极布局
音乐全产业链，旨在吸引国际化
人才，打造活力、年轻、时尚的三
亚城市名片。

第六届中国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在京开幕

三亚国际音乐节获音乐产业新锐奖

定安候鸟老人举办合唱活动
本报定城12月19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

者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
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
风光……”近日，“缘聚定安 经典老歌大家唱”候
鸟老人合唱活动在定安县定城镇丹桂公园举行，
400余名候鸟老人齐聚一堂，一展歌喉。

活动现场，候鸟老人自发组建了一支乐队，长
笛、小号、萨克斯等乐器为合唱伴奏。一首经典歌
曲《我的祖国》拉开了合唱序幕，紧接着，《我的祝
福你听见了吗》《珊瑚颂》《天路》《渔家姑娘在海
边》《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多首耳熟能详的
经典老歌轮番唱响。

合唱活动举办过程中，候鸟老人模特队还现
场表演了旗袍秀。老年模特们随着动听的音乐迈
开优雅的步伐展示台步，充分展示了候鸟老人们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次活动由定安县民政局指导，定安县夕阳
红老年社会大学合唱团发起并组织。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

白瀛）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推介
影片《热土》将于28日起在全国上映。
影片从一个青年农民离开土地到回归
土地创业为人物主线，从一个乡村的蜕
变，折射出了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的
深刻变革。

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
映式上，出品方潇湘电影集团负责人介
绍，《热土》讲述了在深圳开了10年出
租车的青年田韧返乡创业、成为新时代
背景下新型农民的成长历程。

导演周琦说，影片反映了改革开
放 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面貌的变
化，同时通过对农村土地大片抛荒的
深层思考，反映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
无限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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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警宝音》《热土》等9部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重点国产影片。

安徽市民将文物上交博物馆
据新华社合肥12月19日电（记者鲍晓菁）

记者从安徽省界首市博物馆获悉，近日当地热心
市民殷俊民将自己收集的19件汉唐文物上交给
该馆。其中汉代鐎（jiāo）斗一件，汉代双耳带盖
陶鼎一件，唐代白釉绿彩高颈执壶一件等。

界首市博物馆馆长赵冰介绍，文物整体保存
基本完好，只有部分细节处有损毁，如鐎斗执手断
裂遗失，陶鼎缺失一足，执壶执手断裂等。这批文
物对于研究界首地方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
为表达对殷俊民热心举动，该市博物馆特向他颁
发了捐赠证书。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

者周玮）2018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

路”采风写生作品展日前亮相北京炎

黄艺术馆。

展览共展出了中国国家画院百

余位研究员的近 400幅作品，其中，

既有参与“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

的创作草图、初稿、手稿，也有在采风

写生中的速写、水彩、水墨作品，还有

拍摄的影像资料等，涵盖国画、油画、

版画、雕塑、公共艺术等多种类型。

据介绍，“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

程自 2014 年启动，目前已进行到收

官阶段。国家画院组织了采风写生、

草图交流汇看等活动，本次采风写生

展就是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汇报。

《热土》海报

《热土》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

国家画院“一带一路”写生展亮相

《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将演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周玮）记

者从北京演艺集团获悉，《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
将于12月31日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
带给观众浪漫、温馨的跨年之夜。

《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诞生于2015年，时值
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北京演艺集团于当
年底推出首届以音乐与冬奥为主题的音乐会。

据介绍，今年的音乐会亮点鲜明，从《奥林匹
克号角》开场到《冰雪之约》结尾，开场由花样滑冰
运动员带来别样的演出，结尾带给观众接近真实
的雪花纷飞的体验。今年的《冰雪之约》新年演出
季共包括7个演出项目，包括《冰雪之约》新年音
乐会和《冬之旅新年合唱音乐会》《新年民族音乐
会》《新年京剧晚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