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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8年的海南省高尔夫球队
2018年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该队3
名球员毕焜、袁也淳、杜墨含入选了国
家队角逐雅加达亚运会，并分别夺得
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亚军和季军。在
2018年全国高尔夫球锦标赛上，海南
队大放异彩，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领
先亚军广东女队21杆。海南男队获得
团体亚军，仅比冠军广东队多了一杆。

缘何2018年海南高球队成绩“爆
发”，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摘金夺银，
并能和劲旅广东男女队在全国锦标赛
上打得难解难分？引进了高水平教
练，并对球员进行个性化训练，是球队

成绩突出的主要原因。
海南省高尔夫球队最近几年也取

得过一些好成绩，例如在2017年的全
运会上男女队均进入了8强，个别球员
在国内外巡回赛上也进入过前3名。
2017年天津全运会结束后，为了能让
高球队的实力更上一层楼，省体育职
院球类部2018年初决定从北京队引
进张在兴任海南队主教练。此前，海
南队多年来一直由韩国籍教练任主
帅。球类部主任严春虹说：“韩国籍教
练执教水平不低，执教也很有特色，但
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不了解海南球员
的心理状况，有时候效果会打折扣。”

张在兴曾率领北京队包揽了
2015年全国锦标赛的4枚金牌，执教
能力突出、经验丰富。张在兴来到海
南队后引进了袁也淳、杜墨等几名年
轻的高手，他们的加盟增强了球队的
实力和竞争力。

张在兴执教海南队开始了苦练
加个性化训练的模式。他说：“球员
每天要练近8个小时，其中大部分时
间是在练习场上度过。在练习场上
能更好地寻找到球员的技术突破
口。”参加了亚运会的杜墨含短杆技
术是“短板”。此外，尽管有十几年的
球龄，但她在比赛中的心理波动较

大。为了能解决杜墨含这两个弱点，
张在兴可没少下功夫。

16 岁的海南本土球手袁赫汐
2018年技术进步最大，是女队全锦赛
夺冠的功臣，她3年前才开始接触高
尔夫球。张在兴说：“袁赫汐每天要训
练9个小时，是队内练得最刻苦的球
员，我们都担心她因训练量过大受
伤。由于她球龄短技术上没有走弯
路，我们重点打磨她的基本技术。”
2018年，袁赫汐赴美训练了 3个多
月，在此期间，张在兴和袁赫汐每天都
要进行1个多小时的视频通话，了解
她在美的训练情况。

男队的金大星是老队员了。
2016年金大星状态低迷，2017年状
态有所回升。2018年，他的成绩达到
了个人最佳。在2018年世界球员排
行榜上，他在中国球员中排第13名。

省体职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广东
队是高尔夫球强省，为了能和他们“掰
掰手腕”，海南逐渐做强高球队。体职
院在经费上向高尔夫球队倾斜，在经
费上支持球队引援、训练和比赛。在
下届全运会上，尽管海南队的实力有
限，但还是要挑战一下广东队的霸主
地位。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月2日讯）

海南高球队去年缘何“爆发”？

■ 阿成

深圳网球公开赛是2019年WTA
赛程表上的首站赛事。在家门口举办
的赛事，自然吸引众多中国金花参赛。

金花上赛季收官阶段表现喜人，
王蔷突然爆发，排名进入前二十，成为
金花一姐；彭帅禁赛复出后连胜 14
场，虽然赛事级别较低，但她的手下败
将中不乏成名球手；张帅发挥也有拿
得出手的战绩；还有王欣瑜等“小花”
崭露头角。新赛季首站比赛有主场之
利，球迷们当然希望中国金花能延续
上赛季的势头，继续有精彩表现。

事与愿违，王蔷、张帅、郑赛赛

和彭帅先后首轮出局，最具实力的
王蔷和张帅还是连丢两盘被横扫。
彭帅输得较为可惜，她第二盘错失
赛点，决胜盘因伤退赛。第二轮，又
有金花因伤退赛，“小花”王欣瑜在
对阵莎拉波娃时，曾拥有 7：6/2：0
领先的优势，此后身体不适，第二盘
2：5 落后是无奈退赛。这几日气温
下降，中国金花在深圳赛集体“遇
冷”。还好，王雅繁经过三盘苦战晋
级八强，不过，她的进攻能力有限，
恐怕很难再进一步。

气温较低，是不是中国金花手感
变冷表现不佳以及遭遇伤病的原
因？也许吧，彭帅说，她此前在较热

的地方训练，没想到深圳会这么冷。
但王蔷不以天气为借口，她说天气对
每位球手都一样的。有没有体能的
原因？众所周知，中国金花在赛季初
往往体能充沛，她们在冬训都要苦练
体能。“但训练和比赛还是有一定差
距的。不管训练多刻苦，新年第一场
比赛都很难打。”王蔷说。

说到底还是功夫没到家，金花
们还做不到持续稳定保持上号状
态，她们可能会爆发一阵子，也会突
然陷入低迷。因此，金花新赛季有
多大作为，还需要观察。金花近期
的主要目标无疑是澳网，但愿到了
南半球，她们的状态会变热起来。

大侃台 网球金花深圳“遇冷”

据新华社深圳1月2日电（记者荆淮侨）
深圳网球公开赛2日继续展开较量。中国金花
王雅繁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
突尼斯选手贾巴尔跻身八强。另一名中国选
手王欣瑜在与莎拉波娃的对决中，在先赢一盘
的情况下，第二盘中途请求医疗暂停，最终遗
憾退赛。

图为王欣瑜在比赛中。新华社发

深圳网球公开赛

王雅繁晋级八强
王欣瑜遗憾伤退

本报讯 北京时间1月2日，中国
男足在阿联酋与当地球队阿尔瓦赫达
俱乐部球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
5：3击败对手，下半场替补登场的于
大宝打进两球。这也是亚洲杯前国足
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他们用一场胜利
开启亚洲杯征程。

这场比赛国足首发阵容为433，郑
智和冯潇霆都没有出场。守门员依旧是
颜骏凌，他肯定是国足亚洲杯的一号门
将。四个后卫分别是刘洋、刘奕鸣、张琳
芃和张呈栋，中后卫张琳芃是场上队
长。中场方面，吴曦、蒿俊闵和赵旭日搭
档。里皮目前一直在调试中场，这三个
人当中，吴曦的位置是相对比较稳固。

前锋位置上，武磊和金敬道继续首
发，这两个人担任边锋。国足之前中锋
位置一直都是郜林，这次安排了肖智，
里皮也是想尝试一下不同的组合。上
半场比赛，中国队在中场进行了一次换

人，池忠国换下了赵旭日，他也有望在
亚洲杯上首发。

这套阵容未必会是球队亚洲杯的
首发，球队在这场比赛结束后还会有几
堂训练课，到时候还会在个别位置上做
一些调整，中场的调整会更大一些。

上半场比赛28分钟，武磊为中
国队首开纪录，但在第36分钟被扳
平。最后一分钟，张琳芃攻破了对方
球门，中国队以2：1的比分结束了上
半场比赛。

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进行了比较
大的人员调整，阵型也变成了343。
国足下半场的表现可圈可点，替补登
场的于大宝在比赛当中打进两球，韦
世豪打进最后一球。不过国足下半场
比赛也丢了两球，防守还是暴露出了
一些问题。

国足亚洲杯首战将于1月7日对
阵吉尔吉斯坦队。 （小新）

最后一场热身赛5：3胜阿联酋阿尔瓦赫达队

国足用胜利开启亚洲杯征程

猛龙 122：116爵士
掘金 115：108尼克斯
雄鹿 121：98活塞

开拓者 113：108国王
76人 119：113快船

NBA战报
（北京时间1月2日）

万宁举办千人登山活动
本报万城1月2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1月1日，万宁市“共庆元旦，齐迎新年”千人
登山活动在凤凰山举行，近千名登山者在新年第
一天齐登凤凰山，用实际行动宣传生态环保理念
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当天上午9时许，近千名登山者从万宁兴隆
侨乡国家森林公园大门牌坊出发，沿山路而上，向
凤凰山进发。这次的登山活动全程6.6公里，终
点站设在兴隆咖啡谷。登山者在徒步过程中能尽
情观赏凤凰山的美丽风景。在兴隆咖啡谷，参与
活动的登山者还能品尝丰富的万宁美食，参与现
场抽奖、游园等精彩活动。

本次活动由万宁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万宁
市委宣传部、万宁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承办，活
动旨在宣扬生态环保理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
社会上营造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良好氛围。

■ 英超明晨上演重磅对决

曼城能否留住争冠悬念？
北京时间2019年1月4日凌晨，英超联赛第

21轮迎来一场事关冠军悬念的关键战役，目前排
名第二位的卫冕冠军曼城将坐镇主场迎战领头羊
利物浦。由于此前的连败，曼城已经落后利物浦
红军7个积分，此战若不能借主场之利缩小分差，
则几乎可以宣告争冠悬念提前被杀死。

英超前十五轮，曼城13胜2平保持不败，并
且以两分的优势力压利物浦排名榜首，同时长期
占据英超夺冠赔率的第一名。但是，随着第16轮
客场0：2完败切尔西，曼城的状态突然走低，在对
阵水晶宫和莱斯特城的比赛中均在领先的情况下
被逆转。两连败之后曼城的排名甚至被热刺超
越，虽然上一轮客场拿下南安普顿之后重回第二
名的位置，但在积分榜上已被被利物浦拉开了7
分之多。

利物浦前20轮联赛17胜3平保持不败，打进
48球却仅丢8球，有12轮零封对手，并且没有任
何一场比赛丢一球以上。最近9场，利物浦豪取9
连胜，其中8场至少净胜2球，包括3：1胜曼联以
及上一轮5：1横扫阿森纳。如此惊艳的表现，利
物浦毫无疑问成为夺冠最大热门。利物浦虽然曾
经18次夺得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但英甲更名为
英超后，还没有夺冠纪录，本赛季将是他们首夺英
超冠军的最佳时机。

此场重磅对决，手握7分领先优势的利物浦，
当然希望获胜奠定夺冠大局，但也可以接受在客
场收获平局，因此可以有更多战术选择。而曼城
只有击败对手才能迎来争冠转机，瓜迪奥拉在战
术上有没有什么妙计？ ■ 林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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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卫
小林 通讯员雷志）2019年新年第一
天，著名作家韩少功创作的长篇新
作《修改过程》新书首发式在海南凤
凰新华书店海口解放路书城举行，
吸引了百余位文学爱好者参加。

韩少功在首发式上介绍，《修改
过程》追忆了上世纪七七级大学生
的逝水年华，思考了转型时期的家
国命运和机缘得失，是一部涉及改
革开放40年间人们生活嬗变的文学
读本。作为七七级大学生，韩少功
将自己的亲身感受融入新作之中，
他说新作记录了一代人的人生，又
修改了一代人的人生，而人生，更像
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

韩少功表示，这部长篇小说的
最大特色是邀请读者一起来写作。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小说里会出现
很多刻意穿帮的痕迹，作者坦诚交
待某一细节不是真实的，还会跟读
者商量这样写好不好，仿佛作品还
在修改过程之中，邀请读者一起来
拿主意。在书中，部分章节出现了
A、B章两种选择，代表人物的命运
会出现A、B两种可能性，读者可以
自由选择阅读，自我思考，这也是邀
请读者参与创作的一种方式。“这本
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未完全完成的作
品，要达到最终完成还需要读者一
起参与。”韩少功说，这种颠覆性的
写法将使小说带给读者别具一格的

阅读体验，也是他在文学创作上不
断创新的又一次尝试。

韩少功生于湖南，是我国当代著
名作家，曾任《天涯》杂志社社长，海
南省作协主席、省文联主席。1974年
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
《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
《爸爸爸》《报告政府》等，长篇小说
《马桥词典》《日夜书》等，长篇散文
《山南水北》《暗示》等，译作《生命中
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鲁
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华
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杰出作家奖”、法
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美国纽曼华
语文学奖等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作
品有30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

韩少功新作《修改过程》海口首发
书中部分章节出现A、B章两种选择邀读者“一起写作”

韩少功在新作《修改过程》海口首发式上。 倪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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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第8届“光
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
典礼日前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海南
中视影业投资摄制并出品的纪录电影
《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以下简称
《藏北秘岭》）从200多部入围作品中
脱颖而出，获得最佳新人奖。

据介绍，本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
共收到来自全国和境外近400家机构
提交的共800余部作品报名，经前期
征片、初评和复评，最终，由雅克·贝
汉、何苏六、钟大年、陈玲珍等国内外
纪录片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评出了200
余部作品入围终评，颁奖典礼上颁发
了16个奖项。其中，《藏北秘岭》获最
佳新人奖，《五百元的幸福》获最佳创
新奖，《天山脚下》获最佳摄影奖等。

《藏北秘岭》由海南省委宣传部、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和中视影
业（海南）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摄制，中
视影业（海南）投资有限公司出品，华

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全国发行，
2018年全国票房2057万元，成为年
度全国纪录片票房亚军。登陆视频网
络平台后，仅在腾讯一家平台单月付
费点击就超过3000万次，并在第6届
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第42届蒙特
利尔国际电影节等影展上屡获殊荣。

第8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由中国
传媒大学主办，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
承办。

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记者钟南）1月2日晚，“龙腾
虎跃——海南大学2019新年音乐会”
在该校思源学堂奏响，海大国乐团以
一场国乐演出带领学子共同迎新。

音乐会在一首《庆典序曲》中拉
开大幕，唢呐、二胡、扬琴、琵琶、中
阮、笛子等传统民族乐器奏出的喜庆
旋律，洋溢起新年的喜悦。每首曲目

演奏间隙，本场音乐会国学指导、该
校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海滨，国乐团艺
术总监、该校艺术学院教授曹量都会
向观众介绍曲目文化背景。音乐会
上，国画、书法艺术家们在舞台一侧
进行艺术创作，让学子们通过欣赏国
乐、国画和书法领略国风雅韵。

音乐会上，乐队带来的民族管弦
乐作品演出精彩纷呈，其中，笙演奏

者领衔与乐队共同演奏的《太行乡
情》，婉转悠扬；《沂蒙山歌》笛音袅
袅，取自《沂蒙山小调》的经典旋律独
具韵味；时而悠长、时而紧凑的二胡
协奏曲《长城随想》，尽显豪迈激越。
在民族管弦乐作品《龙腾虎跃》中，音
乐会落下帷幕。整场音乐会通过西
洋弦乐器与传统民族乐器的和谐演
奏，为椰城增添了传统文化新乐章。

第8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在京揭晓

海南电影《藏北秘岭》获最佳新人奖 海南大学2019新年音乐会奏响

本报讯（记者贾磊 通讯员董国
豪）2018年12月30日晚，2019年五
指山市迎新春暨第9届农民文艺汇
演颁奖晚会在该市三月三广场上演。

晚会节目形式多样，令观众目不
暇接。开场舞《钱铃声声》，为晚会奠
定了欢快的基调。苗族姑娘曾若馨

用甜美歌声演唱了一首好听的《春雨
来到咱苗村》。该市通什镇代表队献
演的舞蹈《木屐声声》，演员们用鞋跟
敲打地面敲出美妙节奏，展现了黎家
妇女的幸福生活场景。扶贫小品《懒
汉脱贫》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一
位成天爱喝酒的光棍懒汉发奋图强

最终不仅脱贫还脱单的故事，黎族语
言对白让小品真实生动，台下观众笑
声不断。晚会上，曾多次获得省内外
奖项的蒂百扣组合、黎族竹木器乐团
等也为市民带来了精彩表演。

据悉，本次晚会由五指山市委、
市政府主办。

五指山农民文艺汇演颁奖晚会上演
《藏北秘岭》剧组在颁奖典礼上领奖。

定安启动琼剧进校园活动
在雷鸣初级中学开设长期定点培训班

本报定城1月2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1月2日，在定安县雷鸣镇雷
鸣初级中学舞蹈教室，该校学生在专业琼剧教师
带领下，有模有样地学习琼剧唱段和动作。这是
定安落实琼剧进校园活动的举措之一。

据介绍，2018年12月26日，定安县文化馆在
该校举行“琼剧进校园定点培训班”开班仪式。仪
式上，定安县文化馆宣布，在雷鸣初级中学开设琼
剧长期定点培训班，并定于每周三下午选派专业
琼剧教师为该校学生教授琼剧课。

2日下午，国家三级演员、定安县琼剧团退休
演员陈朝霞作为琼剧教师来到雷鸣初级中学舞蹈
教室授课。她带领学生们学唱琼剧，练习兰花手、
荷叶掌等琼剧动作，并向学生们介绍琼剧历史和
文化知识，教室里琼韵声声。

“过去我总以为琼剧没什么意思，在课堂上了
解后才发现它这么有趣。琼剧的唱腔和身段都特
别美，我非常喜欢。”学生孙丽婷课后说。

据悉，定安县文体局将为琼剧长期定点培训
班提供支持指导，并逐步在各乡镇学校普及该模
式，让更多学生感受琼剧魅力，传承和发展琼剧。

1月2日，2018年全国高校冰灯冰雕艺术创
新设计大赛暨2018年黑龙江省高校冰灯冰雕艺
术创新设计大赛进入收尾阶段，将于1月3日进
行参赛作品评审和颁奖。图为选手2日在哈尔滨
中央大街上修饰参赛作品。 新华社发

大学生冰雕赛：拼技艺 添景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