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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9年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
冠军联赛（中冠联赛）共有54支国
内业余强队参加，其中，海南有4支
球队参赛，参赛的球队数量仅次于
有5支球队参加的广东。前年，海南
没有球队参加中冠比赛，去年海南
有一支队伍参加比赛。缘何中国足
协今年给海南4张中冠联赛入场券？

海南业余足球氛围好，特别是
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国足球改革
方案后，海南举办了多项大赛，这些
比赛促进了海南业余足球水平的提
升。2013年创办的省足球超级联赛
坚持举办了7届，参赛的8支球队是
海南省内足球水平最高的球队，赛
事组委会坚持采用主客场制，一大
批海南顶尖的业余足球选手大都参
加过这项比赛。今年30岁、在省卫
生医疗系统工作的蔡盈曾代表海口
佳宁娜红色战车队和陵水鼎力队参

加过海超联赛。他说：“我明显感觉
到这几年海南业余足球水平越来越
高，海超联赛的竞争非常激烈，8支球
队的实力差别并不大。”海南省青少
年足球锦标赛2016年创办，是海南
省规模最大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省
各直属机关、市县、企事业单位、省属
企业、学校的几百支球队参加。

为了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有经济实力的俱乐部聘请了高水平
的职业教练来海南执教。前国脚麦
超、黄崇就先后执教过万宁队和陵
水队。这些职业教练的到来，让海
南业余球员受益匪浅，蔡盈就是其
中的一个。蔡盈在代表陵水队参加
省足协杯赛期间，得到了黄崇的点
拨。他说：“黄崇这样的高水平教练
教你怎么在前场跑位，扯出空档，如
何接球，在他的调教下，我的足球意
识一下子开窍了。”海南中学体育老
师王存得是海南足坛的佼佼者，但

“业余味道”较浓。前年，他代表万

宁队参加省足协杯，前国脚麦超给
王存得传授跑位的路线和时机。经
过那次比赛后，王存得球技大涨，并
因此入选了国家男子沙滩足球队。

海南本土基层教练员的足球知
识也“鸟枪换炮”，省足协举办多期
裁判员培训班，授课老师为中国足
协选派的高水平讲师。省足协负责
人说：“经过3年的扎实培训，海南的
一些基层教练员掌握了基本的足球
训练方法。”

海南一年四季都适合踢球，相
比之下，海南业余球员的身体状态
不错，像吴多胜、李天宇这样一大批
30岁出头的本土高水平业余球员还
能保持充沛的体能。在海南业余足
坛挑大梁的大都是17岁至22岁的
本土中学生球员和大学生球员，他
们都接受过系统的校园足球训练，
参加2019年中冠联赛的4支海南球
队中，学生球员不在少数。

（本报海口3月9日讯）

本报海口3月9日讯 （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足协获
悉，2019年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
冠军联赛（中冠联赛）参赛球员名单
报名7日截止。共有4支海南球队
参加本次比赛，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以来，参赛球队数量最多的一次。

参加今年中冠联赛的 4 支海
南球队分别是陵水鼎力队、琼海
京海成队、万宁腾骥队和三亚情
豪队。这 4 支球队分别获得了
2018—2019赛季海南省男子足球
超级联赛的第2名至第5名，获得
该赛事冠军的海南佳宁娜红色战
车队因故放弃了参加2019年中冠
联赛的资格，第5名三亚情豪队增
补获得了参赛资格。

2019年中冠联赛共有54支国
内业余球队参加，其中包括一支来自
澳门的球队。参赛的54支球队均是
在各省足球超级联赛中排名靠前的
球队。比赛设主客场和赛会制两种
赛制，分为10个小组进行。海南的
4支球队均参加赛会制。其中，肇庆
天峰东湖队、琼海京海成队、三亚情

豪队、广州国体茵超队、福建恒星队
同分在肇庆赛区。比赛采用单循环
赛制，4月 14 日至 20 日在肇庆举
行。陵水鼎力队、万宁腾骥队、宁波
大榭银博队、湖北武体载铭队和厦门
真豪队同分在厦门赛区，比赛采用单
循环赛制，6月16日至22日在厦门
举行。海南的4支球队均要在7天
的时间里踢4场或5场比赛，对球员
的体能是个极大的挑战。

据悉，在10个小组中，每组第一
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名直
接出线，剩余8个小组第二名采用单
淘汰比赛方式决出最后4个出线名
额，共计16队进入总决赛。

4支海南球队角逐中冠联赛 中冠联赛前年没海南队参加，去年有一队，今年增至四队

中国足协为何给海南这么多名额？

中华龙舟大赛海南万宁站结束
海南队获青少年男子组2项冠军

本报万城 3月 9日电 （记者袁
宇 通讯员王清云）3月8日，2019年
中华龙舟大赛（海南·万宁站）在万宁
市和乐镇港北港收官。大赛共产生
15项冠军，其中热带海洋学院队作为
我省唯一参赛龙舟队斩获青少年男子
组200米、500米直道赛冠军。山东
聊城大学队获得青少年女子组100
米、200米、500米直道赛，青少年男
子组100米直道赛冠军，是这次比赛
中获冠军数最多的队伍。

与往届比赛相比，2019年中华龙
舟大赛增设了职业女子组和精英公
开组两个组别，并在资格赛中增加

了1000米的往返赛，旨在提高我国
女子龙舟队的竞赛能力，进一步加
强比赛的丰富性、激励性和可欣赏
性。中国龙舟协会秘书长何懿表
示，在今后的赛事中，将继续不断丰
富赛事内容，不断创新赛制，挖掘更
多的项目和新的内容，让大家感受
龙舟赛事的魅力。

据了解，当天的比赛共有 36 支
队伍竞争 5 个组别共 15 个项目奖
牌。其中聊城大学队获得青少年女
子组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
青少年男子组 100 米直道赛冠军；
热带海洋学院队获得青少年男子组

200米、500米直道赛冠军；九江双
蒸队获得职业女子组 100 米、200
米、500米直道赛冠军；新会泓达堂
陈皮队获得精英公开组100米、200
米直道赛冠军；河源水上协会队获
得精英公开组 500 米直道赛冠军；
南昌小蓝虎山队获得职业男子组
100米、200米直道赛冠军；顺德乐
从罗浮宫队获得职业男子组500米
直道赛冠军。

中超战报
（第2轮）

恒大 1：0天津
富力3：3大连
上港3：2江苏
重庆0：4北京

姚明和杨扬呼吁

学校为全民健身开放场地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姬烨）参加全

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杨
扬7日呼吁，希望多策并举，继续推动学校为全民
健身开放运动场地。

场地设施不足长期以来是全民健身发展的一
大阻碍。近年来，通过开放学校运动场地等方式，
群众“健身去哪儿”的现实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
决。然而，依旧有许多大中小学的操场大门紧闭，
周边居民无法进入锻炼。“这牵扯很多公共安全问
题，比如在学校场地健身受伤怎么办？场地开放
后很多人到里面遛狗怎么办？这些都对学校管理
造成压力。”杨扬说。但她同时表示，这些可以利
用各种方式来解决，比如通过学校、体育部门、社
区居委会建立公民健康系统，利用大数据等管理
办法，继续推动学校为全民健身开放场地。

姚明也说，他看到许多学校场地都锁着，而锁
着就是怕受伤。他建议引入保险机制，“开放学校
场地，不能光靠我们（体育人士）来想，如果引入保
险机制，这些专业人员或许可以从反向考虑，也是
一条可行之路”。

➡ 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2019嗨跑节马拉松
与旅游产业论坛举行

本报三亚3月9日电 （记者徐慧玲）3月 9
日，2019 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赛前新闻发布
会暨2019嗨跑节马拉松与旅游产业论坛在三亚
举行。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马拉松各方代
表等百余人参加论坛，大家围绕海南探索发展“体
育+旅游”等话题进行交流探讨。

此次马拉松比赛共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
松、迷你马拉松和情侣跑4个项目，共有1.7万余名
选手报名参赛。本届马拉松加大了“体育+旅游”
的融合力度，创新设置2019嗨跑节活动，吸引了不
少省外选手参赛。据统计，在此次马拉松比赛中，
岛外跑者有9247人，岛内有8534人报名参赛。

论坛上，国际体育经济学会副主席刘东锋以
《体育赛事助力城市发展》为主题进行演讲。刘东
锋认为海南在发展体育赛事过程中，要进一步优
化和完善赛事组合或赛事群；同时注重高端引领，
加大培育和引进高端品牌赛事的力度，既要引进
品质高、市场前景好的成熟国际品牌赛事，也要结
合自然资源与人文景观等创立和培育具有本地特
色和独立知识产权的自有品牌赛事。横店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峰介绍了“横店马拉松”抓住
了影视IP的特色，认为海南马拉松可以发挥自身
优势，将“阳光、沙滩、天涯海角”等关键词提炼融
合，让跑者体会到区别于其他马拉松赛事的特色。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第36届美国
迈阿密国际电影节日前举行华语电影
单元颁奖盛典，由海南乐镜影视公司联
合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等出品的
原创公安题材电影《战斧行动》夺得该
电影节华语电影单元最佳剧情片奖。3
月7日，从海南闯出去的该片出品人、总
制片人陈晓和男主演武小渊从美国回
到北京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消息。

据介绍，《战斧行动》由曾编写《霸王
别姬》《白鹿原》《狼图腾》等名片剧本的
著名编剧芦苇担任艺术顾问，从海南走
出去的影视编剧戴宏和陈俊杰编写剧
本，郝平、武小渊主演，海南乐镜影视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
中心、陕西宇晅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等联合出品。在美国获奖之前，该片已
斩获第四届中国—欧盟电影节中欧文化
交流奖、第三届曹禺杯优秀剧本征集电
影类优秀剧本奖等国内外奖项。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该片讲述了
一名卧底警察不畏艰险深入文物走私
犯罪集团虎穴的故事，期间他不但承担
了已死线人孤女的扶养任务，还感受了
无数辛酸与温情，最终警方成功捣毁了

文物走私犯罪团伙。在片中，正义与邪
恶较量，警方温情与罪犯邪恶斗争，用
一个感人的中国故事弘扬了中国公安
干警热血而英勇的奉献精神，展现了当
代中国警察的时代风采。

每年3月举行的美国迈阿密国际
电影节始创于1984年，是北美地区知
名国际电影节之一，也是美国东南地区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电影节，与
芝加哥电影节、纽约电影节、旧金山电
影节并称为美国四大国际电影节。本
届迈阿密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单元报
名影片有400多部，最终有33部优秀华
语片入围。《战斧行动》不仅从400多部
报名影片中脱颖而出参展，而且一举斩
获分量最重的最佳剧情片大奖。

陈晓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一直想
以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表现中国警察的优
秀形象，如今《战斧行动》不但拍摄完成，
而且摘下迈阿密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单
元最佳剧情片大奖等北美和欧洲的国际
大奖，可以告慰用生命捍卫中国百姓幸
福平安的公安英烈们了。今后，海南乐
镜影视将结合海南本土特色文化，全力
打造海南题材电影，讲好海南故事。

海南乐镜影视公司、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等联合出品

电影《战斧行动》美国获奖

“福”字展亮相凤翔湿地公园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海口“褔”字艺术

展日前在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开展。
本次展览展出了20个“褔”字。这20个“褔”

字分别代表不同的行业，主办方借“福”字来表达
对各行各业的致敬与感恩。有致敬祖国的《中国
福》，也有致敬宇航员、护林员、教师、渔民、导游、
记者、饲养员等不同职业的行业“福”。

与此同时，展出现场还开展“福到了”群众文
化活动，邀请书法、绘画、剪纸老师现场教授广大
市民写“福”字、画“福”字、剪“福”字。

陈晓（左）和武小渊在第36届美国迈阿密国际电影节领奖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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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举行“椰城印象”摄影展
本报海口3月9日讯（记者郭萃）3月9日上

午，“椰城印象”主题摄影展在海口美舍河凤翔湿
地公园举行，通过影像向广大市民游客展示海口
新风貌，呈现海口国际湿地城市的生态美。

“椰城印象”摄影展主题包括海口优美的湿地
生态环境、城市亮化景观以及城市地标建筑风貌
等，参展作品利用不同的摄影艺术创作手法，让广
大市民更直观地感受海口的城市之美、人文之美
和生态之美。活动同时邀请专业摄影摄像团队，
围绕“生态湿地”主题，以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
园为背景，拍摄“生态湿地”微视频。利用无人机
航拍和地面拍摄形式，呈现不同时段的湿地城市
景观，展现海口国际湿地城市的独特魅力。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15日，供市民游客免
费参观。

本报海口3月9日讯（记者卫
小林）3月8日下午，“碧境琼天——
北京、海南女画家美术作品邀请展”
在海口市国新书苑正式开展，为“三
八”国际妇女节期间的海南观众献
上了一份文化厚礼。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北京、
海南两地女画家近年创作的油画、
水彩画等种类佳作38幅。参展女
画家们把自己特有的细腻、感性和
温婉等特质融入作品中，形成了与
男画家迥异的视角和艺术表现手
法，韵味独特。同时，参展作品题材
特殊，情感丰富，寓意深刻，成为本

次画展最大的亮点。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参加本

次展览的女画家分别来自海南、北
京两地，海南女画家由海口市美术
家协会主席王锐和海南大学艺术学
院教授陈研邀请，其中包括刚筹备
的朱乃正油画研究会的女油画家，
北京女画家主要来自北京女画家联
谊会的女油画家。这些女画家们从

“50后”到“90后”皆有，在当前两地
女性画家群体中颇具代表性。举办
该展览是为了搭建一个美术交流平
台，把北京、海南两地女画家们聚集
在一起，让一北一南两地女画家们

彼此交流，互相促进，为海南观众展
示不同地域女画家所具有的不同的
文化气息。

开幕式结束后，主办方还举办
了女性画家研讨会，部分特邀学者、
专家和参展女画家就女性画家主题
进行了研讨。

本次展览由海口市文联、海口
市美协、朱乃正艺术研究中心主办，
欧盟中国委员会、北京大学国际经
济研究所协办，海南设绘文化传媒
广告有限公司、海南国新书苑承办。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
16日。

京琼女画家作品展椰城开展摄影家王瑶海口传经送宝

3月8日，为期一周的首届沙姆沙伊赫亚洲
国际电影节在埃及沙姆沙伊赫闭幕，来自26个国
家和地区的58部影片参与各奖项竞逐。图为电
影节评委会主席、中国导演谢飞（左三）获颁评委
会荣誉奖后为阿富汗影片《罗娜·阿齐姆的母亲》
剧组颁发最佳影片奖。 新华社记者 邬惠我 摄

首届沙姆沙伊赫亚洲国际电影节闭幕

中国导演谢飞获荣誉奖

本报海口3月 9日讯 （记者计思
佳）3月9日，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海口市12345智慧论坛在海口市民游客
中心报告厅开讲。本次论坛邀请了中国
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女摄影家协
会主席王瑶作为主讲嘉宾，讲授主题为
视觉纪事的思考，吸引了200余名海口
干部职工和摄影爱好者聆听。

王瑶从主题性题材的选择和构思、
视觉观察、特定性抽象的捕捉、故事性画
面的呈现、主观状态与客观物像之间的
关系、视觉纪事手法的多样性等6个方
面，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着重
讲述了摄影创作的价值和作品可能产生
的社会力量。

讲座中，王瑶以自己多年的创作经
验为例，要求创作者深入生活，“要深入
到生活中去。”王瑶强调，只有从生活中
获得灵感，拍摄的作品才更有感染力。

据介绍，王瑶2000年以《60岁舞蹈
家重返舞台》组照获第43届世界新闻摄
影比赛艺术类金奖（荷赛奖），成为中国
首位获得荷赛组照金奖的摄影家。

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
特别策划开展的海口市12345智慧论坛
系列活动，旨在进一步宣传海口市民游
客中心，发挥海口市民游客中心的作
用。接下来，该论坛还将围绕12345海
口智慧平台上的热点问题，在市民游客
中心举办不同主题的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