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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首届“足协杯”收兵
本报椰林5月24日电（记者王黎刚）经过13

个比赛日32场的激烈角逐，“踢出昂扬青春·铸就
绿茵豪情”2019年陵水黎族自治县第四届青年足
球赛暨首届“足协杯”足球赛22日晚在陵水海航
体育场落下帷幕。最终恒星队摘得冠军，至尊队、
联新队、椰城老伙计队分获亚军、季军和殿军。陵
水中学足球队获道德风尚奖、万陵队获优秀组织
奖，陵水至尊青年队的曾尚隆以16粒进球荣膺最
佳射手，恒星队主教练陈贵安获最佳教练员。

本届赛事最佳射手的曾尚隆表示，陵水青足
赛已连续举办四届，在陵水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通
过比赛加强了与各球队之间的交流，收获了友谊。

赛事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多年的传
承和创新，陵水青足赛已被陵水广大市民熟知并
认可。赛事成功的举办有效推动了陵水足球运动
的发展，丰富了广大群众的体育文化活动，进一步
完善了陵水足球联赛竞赛体系。我们希望通过陵
水青足赛，进一步推进陵水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
提升陵水青少年足球运动竞技水平，储备和培养
了优秀足球人才。

本次赛事由共青团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员会、
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主办。

■ 吴维杨

时隔120天，71岁的里皮再次就任
中国男足主帅职位。从中国足协官宣
的内容上看，此次里皮只是带队备战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除了给里皮带队任务，官宣中无聘任时
间周期，无年薪明细，团队如何搭建等
人们关注的信息。此番中国足协的官
宣，难免让人感觉是病急乱投医。

2022 年世界杯预选赛今年 9 月
份开打，留给里皮组建队伍，磨合队

伍，灌输新的战术理念的时间已经不
多了。如此仓促上阵，说明中国足协
有可能一再犯错，前不久临时让卡纳
瓦罗国家队和俱乐部一肩挑，结果卡
纳瓦罗没有通过主帅资格测试。里
皮从顾问再次摇身一变成为国足主
帅，但里皮不是点石成金的神仙，中
国足协如此赌博式选帅，也势必会在
未来三年给中国足球带来影响。

能够再次让里皮执教国足，想必
中国足协给了他丰厚的待遇。虽然
足协没有公布里皮的年薪，但对照之

前恒大开出的1000万欧元年薪，这次
执教国足，里皮的年薪多半只高不
低。中国足协的赌博式投入，一旦冲
击世界杯失败，那将来再想招聘世界
足坛名帅，也许1000万欧元的年薪就
成为别人谈判的砝码。

我们不得不再次揭开中国足球
的伤疤。目前中国足球的现实是郑
智、冯潇霆、蒿俊闵和郜林这批已经
接近职业生涯暮年的老将，依然还在
挑大梁。而1989和1991年龄段的几
位所谓精英球员，也难见有惊喜表

现。在新人无法担当的情况下，到了
2020年世预赛的关键时期，你已经很
难指望1985年龄段的球员，还能维持
上佳的状态。我们拿什么去跟拥有
大批海外球员的日韩队竞争，我们拿
什么去跟有钱有政策又有好的青训
基础的卡塔尔队竞争，我们拿什么去
跟已经完成新老交替的伊朗队去对
抗。别忘了，东南亚各国的足球水
平，已经可以跟国足扳手腕了。

里皮重掌国足帅印究竟如何，让
我们拭目以待吧。

里皮重掌国足帅印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中国

足协24日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为备
战2019年9月开始的2022年卡塔尔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预赛阶段（四十
强赛）的比赛，经中国足协研究批准，
意大利籍教练马塞洛·里皮出任中国
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并将于6月
开始带队组织集训、参加比赛。

公告称：里皮执教国家队以来，球
队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顽强
拼搏的比赛信念。相信在未来的日子
里，在里皮及其教练团队的带领下，中
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队员们会向他们
的世界杯参赛梦想发起全力冲击。

海口市“椰青杯”青年足球赛落幕

海口红色战车夺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6轮共36场激烈

争夺，2019年海口市“椰青杯”青年足球赛近日在
世纪公园足球场落幕。在决赛中，海航红色战车
队2：1战胜海口市琼山青年队，获得冠军，海口市
琼山青年队位列亚军。这两支球队将代表海口参
加2019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市县组预赛。

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球队是海口自然资源
和规划队、海口市人民检察院队和海口技师学院
队。王存得（海航红色战车队）和蔡思聪（共青团
秀英区青年队）分别赢得最有价值球员奖和最佳
守门员奖。范斌斌和李润祺获得最佳裁判员奖。

本届比赛由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主办，海口市足
球协会支持，海南第二春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承办。

图为恒星队（红衣）和至尊队在决赛中拼抢。
小党 摄

英国给我的第一个记忆，就
是飞机降落前从空中俯瞰整个
伦敦。

当地时间下午四点，阳光灿
烂，穿过稀薄的云层，给泰晤士河
铺上一层五彩斑斓的光，河道横亘

这座灰色的城市。没有国内一
二线大城市鳞次栉比的高

楼大厦，伦敦反而是整排
别墅、独栋小楼、低层
楼房更多，城市格局

非常整齐，看起来像是被
梳理过一样，越往郊区走，小

森林、大片的绿地和别墅更多，
大地的颜色也丰富起来。

从机场出来没有停留，我和两
名同伴转乘机场大巴，一路往伦敦
西南方向的朴茨茅斯——此次克
利伯环球帆船赛的赛前培训目的
地而去。

5月的英国，已经采用夏令时。
现在伦敦时间与北京时间相差7小
时。这样一来，即使到了当地时间
晚上8点多，室外还是一片夕阳余晖
的景象。大部分商店早早关门。下
午五点半下班后，英国人还有好几

个小时的“白天光阴”可以享受。
港口城市的上空，飞过的都是

海鸥。也许是我们运气太好。这
几天朴茨茅斯的天气简直晴朗得

“很不英国”。尽管气温只有十几
度，但只要沐浴在阳光下，周身总
是暖洋洋的。怪不得大街小巷、港
口或是商场，人们都愿意坐在阳光
下聊天、看书、进餐，穿着背心骑行、
跑步，甚至啥也不做，就是相互依
偎着看看港口的风光，而阴凉处的
位置则备受冷落……

因为是港口城市，朴茨茅斯与
航海有关的基础设施很完善。港
口停满了各种游艇、帆船、渡轮，甚
至还可以经停大型邮轮。航海用
品商店处处可见。在 15公里之
外，还有另外一个小型港湾，停满
了各种私人游艇，并有设备采购和
维修点，以及更加便宜实惠的航海
用品超市。

航海元素充满了整座城市，高
速公路上有船帆路标、港口广场有
标志性的球帆塔、港湾内有整座勇
士号铁甲舰做的博物馆。路上还
有各种和航海有关的路标和标志

——难怪是英国海军重镇，基因的
底色就是蓝色。这里的道路非常
干净，除了落叶，几乎没有其他杂
物，而且对行人友好，尤其是有闪
黄灯的交通标志的街道（被朋友戏
称为“霸王公路”），行人只要一踏
上马路，车辆都得让人。

经过一天半的休整，我的水土
不服和发烧症状已经好多了，看来
健身运动确实提高了我的身体抵
抗能力。

在朴茨茅斯我们第一次尝试传
说中的“恐怖茶”，又叫康普茶，一种
据说是发源于中国现在风靡欧美的
红茶菌饮料。由于味道有些奇怪，
所以大家会叫它“恐怖茶”。这种茶
有一种腐乳汁+姜汁+茶的混合味
道，不过冲着它有利于肠道系统，我
还是决定喝一杯。反正人都在这里
了，啥挑战都来一点。

本报特派记者 孙婧
（本报朴茨茅斯5月23日电）

朴茨茅斯人抓住机会晒太阳

地点：英国朴茨茅斯

时间：5月23日

天气：晴

温度：14℃

国足再次押宝里皮，行吗？

帆游“婧”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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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全程体验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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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十一届海南书香节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卫
小林 叶媛媛）5月24日上午，海口市
琼山区新时代文化合作社在该区红旗
镇本立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立，“我
是能人”志愿服务项目同步启动。

琼山区新时代文化合作社以“发
动群众、依靠群众、凝聚群众、植根群
众、惠及群众”为导向，旨在通过发掘乡
村人才，聚集和发挥民间文化资源潜
力，弘扬乡土特色文化。合作社的成
立，将让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在该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生根发芽和开
花结果。目前，该合作社已初步完成章
程、管理制度、常态会议及选拔机制、志
愿项目及团队孵化机制等制度。

“我是能人”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后，将通过一系列“能人”选拔活动，发
掘有一技之长的基层党员和干部群
众，聚集琼剧、朗诵、歌唱、舞蹈、体育、
种植养殖等方面“能人”，以“能人”为
基础培育本土特色文化，为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提供内生动力。

本报三亚5月24日电（记者林
诗婷 特约记者陈文武）海南日报记
者5月24日从三亚南山景区获悉，
浙江卫视热播电视综艺节目《青春
环游记》日前到该景区取景拍摄，王
凯、吴谨言、魏大勋、范丞丞、白宇、
林允、段美洋、宋铭睿、何杜娟等9
名艺人集体亮相，在鹿城开启一段

美妙的青春旅程。
取景期间，摄制组在南山景区不

二法门、南山休闲会馆、缘起楼素斋、
婚纱摄影基地、南山私房菜馆、观海
平台、礁石海滩等多处景点取景拍
摄，由王凯、吴谨言等人组成的青春
旅行团，在南山景区内上演了一幕幕
令人捧腹的互动，将三亚迷人的热带

风光和人文魅力收入节目中。
据悉，《青春环游记》主要围绕

“城市因人而骄傲”主题，具体讲述不
同城市的历史人文故事，通过明星嘉
宾访古问今进行全新演绎，彰显中华
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本次
在三亚录制的节目，预计暑假前在浙
江卫视黄金时段播出。

本报石碌5月24日电（记者刘
笑非 徐晗溪 通讯员李杉杉）海南首
部扶贫题材原创现代琼剧电影《圆梦》
日前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沙鱼塘
村开机，该片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为题材，通过聚焦农村发展变化，讲述
昌江沙鱼塘村青年在不同人生观碰撞
下最终达成报答乡恩，帮助家乡脱贫
致富、建设美好新农村的故事。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圆梦》主

创团队此前已创作过《北纬18度的
爱》《阿婆的槟榔》《陵水谣》《我爱你，
祖国》等多部影视作品。新片《圆梦》
的一大亮点，则是有两位国家一级演
员和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符传
杰和林川媚担纲主演，加之其他青年
演员的加盟，将共同讲述山海黎乡土
地上发生的奋斗故事。

该片总导演林青介绍，全体演职
人员都是义务参与影片的拍摄和演

出，是海南文化工作者以实际行动助
力我省脱贫攻坚工作的有力举措。“我
们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打造出
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
体，同时能够深入反映海南乡村振兴
工作、弘扬海南琼剧文化，展现昌江自
然风光、风土人情以及勤劳善良人民
美好形象的琼剧电影精品。”林青说。

“《圆梦》讲述的海尾镇沙鱼塘村
青年帮助家乡脱贫致富、建设美好新

农村的故事，是海南干部群众全力以
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生动缩
影。”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黄金城
说。近年来，昌江全体干部群众在扶
贫道路上艰苦奋斗，让5169个贫困家
庭实现就业、稳定增收，1120名贫困
群众、6个贫困村摆脱贫困，推动全县
贫困发生率降至1%以下，并在2018
年顺利通过国家扶贫成效省际交叉考
核检查。

昌江也借助《圆梦》的拍摄和放映
宣传向全社会展现当地干部群众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团结奋进的美好形象，
激励干部群众在打赢脱贫攻坚战、高
质量高水平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继续
奋勇向前。

据悉，《圆梦》由省委宣传部、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扶贫工作办
公室和省文联共同指导，昌江黎族自
治县县委、县政府出品。

现代琼剧电影《圆梦》昌江开机
讲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故事

电视综艺《青春环游记》三亚取景
该期节目将在浙江卫视黄金时段播出

海口琼山新时代文化合作社成立

定安中学生古诗词大赛举行
本报定城5月24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5月24日，定安县第二届中
学生古诗词知识大赛在定城镇举行，来自各乡镇
的17所初级中学分别派出代表队参赛。

据了解，本届大赛主题为“弘扬传统文化 建
设书香定安”，考核诗词范围包括唐诗、宋词、元曲
等，设有问答、抢答和风险题等多个环节，考核题
型多样，不仅考核参赛者对诗词的记忆力，更考核
对诗词文化背景和意境意象的理解力。

经过初赛和决赛的激烈比拼，最终，湖南师范
大学附属定安中学获得一等奖，南海学校、城南中
学获得二等奖，定安实验中学、新竹镇初级中学、
平和思源实验学校获得三等奖。

本届比赛由定安县教育局、县教育教学研究
培训中心等联合举办。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 （记者
尤梦瑜）5月23日，第十一届海南
书香节名家海南行系列活动——百
家讲坛主讲人胡阿祥教授“国学与
人生”主题讲座在琼台师范学院桂
林洋校区举行。

在当天下午的分享会上，胡阿
祥用幽默而富有哲理的语言，从国
学的概念、国学的内容、国学发展三
阶段、国学与人生、国学与政治五方

面诠释了国学的博大精深，并用大
量史实与实例告诉读者，国学不是

“学习”的，而是“体会”的。
胡阿祥，著名历史学家，现为南

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所长、六朝博
物馆馆长、南京六朝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主讲人，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文史、中
国历史人文地理、地名学等。

5月24日，第八届北京合唱节暨第四届万人
合唱季在北京大学生体育馆开幕，100支合唱团近
5000名合唱爱好者满怀激情唱响时代新声。图
为歌手毛一涵、江鸣鸣在开幕式上带领合唱爱好者
演唱歌曲《我的祖国》。 新华社记者 夏子麟 摄

第八届北京合唱节开幕

胡阿祥海口分享“国学与人生”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从5月23日召开的
2019海南音乐产业发展论坛暨海口
观澜湖国际音乐节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海口观澜湖国际音乐节将于7月
26日至8月1日举行。

据了解，海南音乐产业发展论坛
暨海口观澜湖国际音乐节邀请了来
自中国、美国、英国、白俄罗斯、加拿
大等多国的音乐家。活动主要分音
乐产业发展论坛和音乐节两大板

块。在音乐节板块中，将开展专业比
赛、每日大师音乐会、大师工作坊及
海南本土音乐文化探寻等活动。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还透露，海口
观澜湖国际音乐节将组建海南节日
管弦乐团，并将在音乐节开幕式上首
次亮相。此后，还将开展青少年管弦
乐团人才培育计划。

据悉，主办方还邀请了中国音乐
家协会名誉主席赵季平作为音乐节
名誉主席，中国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李

心草担任主席兼艺术总监。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这样高端专

业的音乐活动，打造海口自主品牌的
音乐名片，吸引更多专业音乐人才，
提升海口的音乐教育水平，助力海南
的音乐+旅游产业发展。”主办方相
关负责人说。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会议展览业
协会主办，省音协指导，海口市商务
局、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海口市会展局、海口市教育局支持。

海口观澜湖国际音乐节7月举行

《史记》英文版发布
据新华社南京5月24日电（记者陈席元）美

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校长瑞贝卡·布兰科
一行23日访问南京大学，双方正式签署校际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史记》英文版新书同时发布。

《史记》英文版译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威斯
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倪豪士教授，他1981年造访
南京大学，2016年起在南京大学连续三年开设
《史记》英译课程。

南大出版社社长金鑫荣介绍，《史记》英文版
目前已在国内出版四卷，还有三卷会陆续出版，其
余部分仍在翻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