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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9日讯（记者王黎
刚）海南日报记者从省足协获悉，
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室内
五人制足球社会俱乐部男子12岁至
13岁组比赛4月9日在内蒙古鄂尔多
斯结束了小组赛的争夺。海南中海队
洪统煌表现出色，在最后一场对阵广
东新安队的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
帮助球队6：3战胜了对手。

最终，海南中海队以1胜2负的
战绩，名列小组第3，将参加第9名至
第12名的比赛。

在小组赛前两场比赛中，中海队分
别以1：5和1：4不敌北京翱翔俱乐部队
和内蒙古天骄队。在第二场对阵内蒙
古天骄队的比赛中，海南中海队的状态
明显回升，尽管没能战胜对手，但中海
队在比赛中多次创造得分机会。

小组赛第三场海南中海队迎战广
东新安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参加第
二阶段第9名至第12名的比赛。海南
中海队上半场先声夺人，中海队10号
陈信舟踢进第一球，对手慌乱之中送
了一个“乌龙球”，以2：0领先。此后，
广东新安队稳住阵脚大举进攻，连扳
两球。两队战成2：2。被追平后的海

南中海队没有慌乱，他们继续向广东
新安队施压。上半场结束前，海南中
海队2号梁康利用任意球得分，海南中
海队3：2再次领先对手。

下半场，海南中海队换上了6号
洪统煌。洪统煌成为了本场比赛最耀
眼的球员，他一人独进三球。其中最
漂亮的是第3个进球，他利用身高的
优势抢点后转身射门得分，全套动作
一气呵成，展示了一名前锋的素质。

第二阶段的比赛11日举行，海
南中海队的对手还没有确定。本次比
赛为5人制，海南中海队由14名球员
组成，他们分别来自农垦一小、农垦三
小、海南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海口景山
学校、海口二十五小、海口市龙华小
学、大致坡中心小学、文昌市抱罗镇昌
江小学和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

第二届青运会室内五人制足球男子12至13岁组

海南中海队上演“帽子戏法”

双手运球投篮、外围远距三分、加速
助跑扣篮……近三周来，每当这位身高
2米07、队服上印着“中国”字样的东方
姑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体育馆挥汗
如雨地训练之时，总是引来关注的目光。

这位只有19岁的姑娘就是正积
极备战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WN-
BA）选秀大会的中国女篮新秀韩旭。
她对于即将在10日举行的WNBA选
秀大会充满期待。

韩旭日前在洛杉矶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表示：“我对加入美国女子职
业篮球联赛（WNBA）充满期待，到最
高水平的舞台去展现自己的篮球水平

是我从小的梦想。”
韩旭对于WNBA的激烈竞争和高

强度对抗有着明确的认识。她说：“我和
外国球员的接触很多，对于东西方球员
各自的优势与劣势还是比较清楚的。”

韩旭指出亚洲球员和欧美球员相
比，在投篮的手感等方面有自己的特
点，但是在身体素质以及身体对抗方
面有一定差距，“比如美国队的蒂娜·
查尔斯就非常强，打球充满了自信”。

韩旭虽然身高超过两米，但是显
得比较苗条，她笑着承认了自己的不
足：“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壮起
来，家人和朋友其实也都在不断提醒

我这一点。我也在训练和比赛中积累
经验，提高自己的对抗能力。这次到
美国训练，我也进行了详细的身体测
试，然后美方训练师也根据我的身体
条件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

她说：“我其实不是那种一直在身
体对抗的打法。在WNBA和蒂娜这
些球星打球，要更善于动脑筋，发挥自
己灵活的特点，也更需要保持一个镇
定的心态，每次出手都要非常自信。”

作为职业篮球的新人，2018年加
盟WCBA新疆队的韩旭在新秀赛季
取得场均15.9分、8.9个篮板、2.1个盖
帽的亮眼成绩，最终入选WCBA全明

星首发阵容。
韩旭在结束 2018- 2019 赛季

WCBA的比赛后，于3月13日抵达洛
杉矶开始包括技术、体能和投篮等多
方面的特训。

韩旭对于在洛杉矶的训练相当满
意。她感谢美国训练师对她在测试中
暴露的弱点和技术动作错误进行了针
对性训练。

她说：“比如跑的技术动作、蹬地
的角度等，又或者在蹬地的时候，左腿
比右腿力量要稍微薄弱等问题，可能
是非常细小的东西，训练师都帮我仔
细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韩旭表示，作为年轻一代的球员，
她的成长得到了中国篮球界的广泛帮
助。这次参加WNBA选秀，也得到
了新疆队和中国篮协的支持，她非常
希望能像自己的偶像姚明一样，在美
国职业篮球的赛场锻炼和提高自己，
未来更好地为中国篮球做贡献。

毕业于清华附中的韩旭表示，先
后经历了校园篮球到专业队的跨越，
校园经历对于专业球员开阔视野会有
很大帮助。韩旭说，在学校学习为她
的英文也打下了一定基础，有利于她
在美国的生活和训练。

（据新华社洛杉矶4月8日电）

到高水平的舞台展现自己

女篮国手韩旭逐梦WNBA

省高中校园足球赛开踢
省内26支球队参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硕克杯”2019年海南
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赛暨高中男子校园足球联赛
9日在琼海市嘉积第二中学结束了第一轮的角
逐，来自海口的5支球队取得了开门红。

共有26支高中生足球队参赛，分为8个小
组，A组：琼海2队、临高队、白沙队，B组：国兴中
学队、万宁队、东方队，C组：海口3队、农垦中学
队、定安队，D组：海口1队、农垦实验中学队、琼
中队、加来中学队，E组：海南中学队、琼海1队、
乐东队，F组：昌江队、海口4队、陵水队、三亚2
队，G组：海口2队、文昌队、澄迈队，H组：三亚1
队、儋州队、屯昌队。

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和淘汰赛制，小组赛采
用单循环赛制，小组前两名进入16强。16强赛
采用淘汰赛，直至决出冠军。

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和省旅文厅主办，琼海
市教育局、琼海市嘉积第二中学承办，海南省足球
协会、海南省校园足球协会、海南省校园足球基金
会、海南省学生体育协会协办。

⬅ 4月9日，山东鲁能泰山队
球员刘彬彬（右）在和马来西亚柔佛
DT队的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亚冠第三轮战报
山东鲁能2：1马来西亚柔佛DT

武里南联1：3北京国安

赛事预告（10日）

悉尼FC VS上海上港
（CCTV5 17：30直播）
广州恒大VS墨尔本胜利
（CCTV5 20：00直播）

据新华社悉尼4月9日电（记
者郝亚琳）亚冠联赛小组赛第三轮，
上海上港将在客场对阵澳超劲旅悉
尼FC。9日的赛前发布会上，上港
主教练佩雷拉表示，本场比赛最重
要的就是要找回最佳状态，如果准
备充分，相信有机会全取三分。

“我们明天要面对的是一支非
常好的球队，而且我们是客场作战，
所以必须发挥出最高水平，开局就
要表现出强势状态。我希望球员们
清楚不同阶段该怎么踢，知道怎样
执行技战术。如果我们做好准备，
打出最佳水平，我相信是有机会拿

到三分的。”佩雷拉说。
佩雷拉表示悉尼FC的中路很有

威胁，前锋也很有经验，因此不能轻
易让对手传中，要控制禁区内的包抄
和禁区外的打门。“当然，最重要的
是，我们必须发挥出最佳水平，就是
去年夺冠时的最佳状态。”他说。

亚冠前瞻：上海上港有机会全取三分

欧冠预告（11日）

曼联VS巴塞罗那
（CCTV5 3：00直播）
阿贾克斯VS尤文

（CCTV5+ 3：00直播）

4月9日，在2018-2019赛季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CBA）季后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中，辽
宁队主场95：97不敌新疆队。

图为新疆队球员斯托克斯（右）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

CBA半决赛首回合

辽宁队95：97新疆队

相关链接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史
竞男）红色题材电视剧《密查》将于4月
12日起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

该剧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曲江
影视、盛夏星空影视、永州影业等单位
联合出品，郑凯、邓莎领衔主演。该剧
改编自小说《密查1938》，立足于真实
历史事件，揭秘了民国历史悬案：宣侠
父失踪案，讲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关
键时期，共产党高级将领宣侠父离奇

失踪，国民党迫于两党合作的压力，在
西安成立“破反专署”，任命武仲明为
破反专员，调查此案。而随着调查的
深入，更大的秘密浮出水面……

9日在京举行的开播发布会上，
总制片人穆小勇表示，《密查》拍摄耗
时数年，紧紧围绕英烈事迹和真实历
史创作。希望用这部正能量的作品，
铭记英烈事迹，弘扬英烈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

真实故事改编 弘扬英烈精神

谍战剧《密查》12日央视开播

不同于传统谍战剧动辄以北平、上
海、重庆、南京为背景的剧情安排，《密
查》把故事背景放在了西安，这在谍战剧
中还是少见的。相比上海十里洋场的灯
红酒绿，西安显得内敛了许多。然而，内
敛外表下却是暗流汹涌的谍海波澜。

因为故事发生在西北，所以剧组开
拍之前就着力于尽情展现西北风情和地

域特色，因而在服装、道具上花了很多心
思。单从演员服装来看，里面穿的是羊
皮小夹袄，外面却罩着西装，脚上穿着皮
靴，另外还有西北羊肚毛巾等标志性物
品出现，服装道具颇具西北特色。

在布景上，复原了民国时的西安
古城，那些清代和民国的建筑往往雕
梁画栋，增强了《密查》的年代感。

《密查》有哪些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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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4月9日电（记者
贺飞）记者从9日在厦门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金鸡奖年份）未来一个时
期将长期落户厦门。

会上，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道
明宣布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金鸡奖

年份）未来5届正式落户厦门。这也
是该电影节首次长期落户一个城市。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创办于
1992年，由中国文联和中国电影家协
会联合主办，每年在中国大陆各城市
轮流举办，是中国大陆最专业、最具权
威性的电影评奖活动之一。

本报海口4月9日讯（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黄巧斌）4月9日，“优秀传
统艺术进校园——当代书画名家作品
邀请展”在海口经济学院开展。这是
该院成立书画院以来举办的首次艺术
作品展，该展览共征集到名家书法、美
术作品70余件，将持续展出5天。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展出

的书法作品以行草书为主，同时有部
分隶书、楷书精品。展出的绘画作品
包括人物、花鸟、山水等不同类型，风
格各异。海口经济学院师生的部分优
秀书画作品也一同展出。

据悉，开幕式共吸引400多人到
场，部分书画名家还现场为海口经济
学院捐赠了书画作品。

海口经济学院举办名家书画展

金鸡奖未来5届活动落户厦门

中国原创电视节目模式
将被引入北美

据新华社电（记者杨一苗 韩茜）新华社记者
7日在法国戛纳国际电视节上了解到，湖南卫视
声乐竞演节目《声入人心》与美国制作公司签约，
这一中国原创电视节目模式将在北美地区发行。

7日在戛纳举行的《声入人心》鉴赏会吸引了
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位电视行业专家与
买家。现场同时举行签约仪式，《声入人心》节目
模式正式授权给美国制作公司Vainglorious，这
一原创节目模式将在北美地区发行。

《声入人心》是湖南卫视原创的一档声乐竞演
类节目，集结36位出自专业院校的美声歌手，以
流行元素与高雅音乐相结合方式进行音乐选秀，
目前该节目第一季已取得较高收视率及好口碑。

Vainglorious公司首席执行官惠特尼·萨德
勒-史密斯在签约仪式上表示，这档节目将歌剧与
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非常有趣。这一节目模式引
入北美是东西方文化进行更好融合的新契机。

国家大剧院将办歌剧节
据新华社电（记者史竞男）记者从国家大剧

院获悉，4月10日至8月4日，“国家大剧院歌剧
节·2019”活动将以11台38场中外歌剧精品剧
目、歌剧音乐会演出等活动，展现歌剧魅力。

据介绍，即将揭幕的歌剧节以“来，一起看歌
剧吧”为主题，一方面，将汇聚优秀的中国原创歌
剧，彰显本土歌剧旺盛的创作活力；另一方面，继
续精耕世界经典，展现传世之作的永恒魅力。

为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歌剧节将推出
歌剧《长征》《拉贝日记》。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
征》将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王宏伟等联袂
出演；由江苏大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联合出品的
原创歌剧《拉贝日记》，将重现南京大屠杀的悲惨
历史，表达对杀戮的愤慨、对大爱与和平的赞颂；
中央歌剧院歌剧《萧红》，描写文学家萧红以笔为
枪，为家国命运发出呐喊；由无锡市歌舞剧院带来
的歌剧《二泉》将唱响民族音乐家阿炳饱尝苦难、
追求光明的生命之音。

在世界经典歌剧方面，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
剧《采珠人》此番由国家大剧院与柏林国家歌剧院
联合打造，《假面舞会》《图兰朵》《霍夫曼的故事》
及原创歌剧《白雪公主》等，也将在期间复排上演。

此外，歌剧节期间还将举办与歌剧相关的艺
术普及活动。如“周末音乐会”将特别策划歌剧板
块；“经典艺术讲堂”将为观众带来《中外歌剧声乐
作品赏析音乐会》等讲座；“走进唱片里的世界”推
出“歌剧魅影”系列，歌剧研究专家将讲解威尔第
歌剧《假面舞会》、普契尼歌剧《图兰朵》等。

《密查》剧照

新华社台北4月9日电（记者李
建华 刘刚）由热播电视剧改编的京剧
《大宅门》将于5月17日至19日在台
北戏剧院演出。在9日举行的记者会
上，京剧《大宅门》编导李卓群与剧中
杨九红的扮演者、青年演员窦晓璇在
台北与观众畅谈“大宅门”里的故事。

电视剧《大宅门》共72集，热播
十几年而历久不衰。据介绍，京剧
《大宅门》撷取电视剧1906年前后时
间段，主要讲述了济南府“花魁”杨九
红因缘结识京城百草厅少东家白景
琦，一见钟情而自赎跟随，但最终却
难进大宅门的人生际遇。

李卓群介绍，杨九红是电视剧
《大宅门》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在改编
时想像《红楼梦》一样，通过撷取大宅
门外的人物，以她的视角看大宅门里

发生的故事，从一个小视角洞视一个
大的时代。

“要在两小时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用京剧讲好故事，压力很大。”李卓群
说，京剧分流派和行当，京剧《大宅
门》的很多角色可以说是跨流派、跨
行当的展现。比如白景琦，他既要有
武生繁难的武打表演，又要有老生的
唱念功底，表演上还要有小生的技
巧。“希望观众从演员身上感受到剧
本节奏，以及新京剧既根植于传统又
有时代感的创新形式。”

据介绍，京剧《大宅门》集结梅庆
羊、翟墨、窦晓璇等老、中、青三代一
流名家与顶尖舞美设计团队，既秉承
传统京剧经典，又创新融合现代审
美，通过改变戏曲制作方式，戏曲、影
视、流行乐多方跨界合作，致力于打

造一部舞台精品。
来自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

杜派青衣窦晓璇坦言，饰演杨九红是
她从艺以来最大的挑战。“刚开始压力
特别大，直到试妆当天，穿上戏服，我
突然找到了感觉，回到排练厅后，逐渐
找到了驾驭这个人物的自信。”她说。

窦晓璇介绍，这部戏希望能吸引
年轻观众，在表演上加入了话剧成
分，但同时又不失京剧特点。“念白采
用的是‘京白’，就像带韵律的普通
话，目的就是让年轻观众听懂。”她
说，这部戏在大陆演出很成功，希望
台湾观众也能喜欢。

京剧《大宅门》于2017年6月在
北京首演，目前已在哈尔滨、上海、石
家庄等地演出30多场，此次是首次
到台湾演出。

京剧《大宅门》将登陆台北戏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