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新闻 2019年7月1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王黎刚 美编：孙发强B07 综合

■■■■■ ■■■■■ ■■■■■

海口举行太极拳展演活动
本报讯 2019海口市暑假太极拳培训暨展演

公益活动16日在海口万绿园举行，200多名省内
太极拳爱好者参加。

本次活动旨在弘扬健康新理念，树立以参与
体育健身、拥有强健体魄为荣的个人发展理念，
树立人人爱锻炼、会锻炼、勤锻炼、重规则、讲诚
信、争贡献、乐分享的良好社会风尚。本次展演
设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和24式简化太极拳
等。在展演中，队员们的动作行云流水，剑法精
准、动静结合、拳姿潇洒，吸引了不少太极爱好者
欣赏。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主办。 （海体）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王
黎刚 通讯员斯文）2019CFA中国之
队·海口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18日
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开踢，中国
U15国少选拔队1：3不敌朝鲜U15
队，马来西亚U15队爆冷2：0战胜了
伊朗U15队。

本次比赛参赛球员的年龄为15
岁，中国U15队、朝鲜U15队、伊朗
U15队、马来西亚U15队4支球队参
加。中国国少队在和朝鲜国少队的
比赛中，大部分时间处于防守状态。
上半场，朝鲜队利用速度和力量的优
势连进两球，以2：0领先。下半场，
中国队的攻势有所起色，依靠禁区外
的推射扳回一球。朝鲜队的实力较
强，该队球员在中圈弧附近一脚势大
力沉的远射，皮球划出一道弧线飞进
中国队的球门。这脚远射的距离超

过了40米，堪称“世界波”。最终，朝
鲜队3：1战胜了中国队。

本次比赛的4支球队均已亮相，
朝鲜队球员身高、速度、力量、技术
高人一筹，是夺冠的最大热门。20
日19时30分，中国队将迎战马来西
亚队，中国队若想在本次比赛中取
得理想的名次，此战必须获胜。不
过，鉴于马来西亚队首战2：0力克伊
朗队，中马之战中国的足球小将难
免要踢一场“苦战”。

本次赛事采取公益形式，大中
小学生将免费观看本次比赛，以此
吸引更多的海口青少年参与足球
运动。

本次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主
办，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海南省足球协会、海口市足球协会
承办。

海口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五源河体育场开踢

中国U15国少队首战负于朝鲜队
省少年游泳赛陵水收官

本报椰林7月18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7月17日下午，2019年海南省少年游泳
锦标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收官。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海口、琼海和陵水等7个市
县以及水分子和致飞2个俱乐部代表队的180余
人参赛，设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以及混合泳5
个大项。最终，在奖牌榜争夺上，海口市代表队、水
分子俱乐部、陵水代表队分获奖牌榜前三名。

全国农民舞龙舞狮大赛举行

海南队获两项冠军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陈雪怡）日前，

在江苏扬州举办的2019全国农民舞龙舞狮大赛
上，海南省农民代表队囊括北狮规定套路与自选
套路两项冠军，同时还获得自选套路优秀编排一
等奖、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这是我省
农民在全国体育赛事中继拔河比赛后第3次获得
全国冠军。

400多名青少年
参加手枪射击夏令营

本报讯“营动海南 阳光少年 2019全国青少
年体育夏令营”海南站系列活动之青少年手枪射击
夏令营，近日在澄迈县天福体育博物馆开营。本次
青少年射击夏令营吸引了省内外400多人参加。

本次夏令营课程设置包括博物展览、专业体
育文化课程、深度体验三大部分，由海南省射击协
会提供器材与技术、教练支持，旨在推广射击知识
与文化，发现射击运动的“好苗子”。 （澄体）

本报老城7月18日电（记者王
黎刚）2019年海南省围棋联赛7月18
日在澄迈老城开赛，比赛吸引了12支
成年人围棋代表队和12支少儿围棋
代表队的160多名围棋好手参加。

本届比赛采取大循环赛制，共赛
11轮。比赛总奖金75000元。成人
组设团体奖6名（队），其中前3名将
分别赢得2万元、1.3万元和1万元奖
金。设“最高胜率奖”5名，其中，第
一、二台各设1名，奖金各2000元、第
三台以下共设3名，奖金各1000元。
设“体育道德风尚奖”2名（队），奖金
各1000元。获得“最高胜率奖”的棋
手授予业余5段资格（5段棋手除外），
由海南省围棋协会颁发中国围棋业余
段位证书。

少儿组设团体奖前8名（队）前3
名奖金分别为5千元、3千元和1千

元。设“体育道德风尚奖”2名（队），
颁发锦旗和500元奖金；设“优秀棋手
奖”5名，奖金各500元。荣获“优秀
棋手奖”的棋手晋升一个段位（最高晋
升至业余5段）。

世界业余围棋冠军、被誉为中国
业余围棋“天王”的胡煜清、白宝祥分
别加盟海南鑫生珠宝队和三亚绿野围
棋俱乐部队出战。前世界业余围棋冠
军付利、孙宜国分别代表海南韦道队
和三亚绿野围棋俱乐部队征战本届联
赛。国内业余围棋高手陈俊宇7段受
邀加盟澄迈县队，贵州省围棋冠军张
泽君6段受邀加盟海南中疆青围队，
女子职业二段棋手马嫒嫒加盟万宁市
队参加本届比赛。

本届比赛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主办，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海南省围棋协会承办。

2019年海南省围棋联赛在澄迈开赛

世界业余围棋冠军抵琼参赛

据新华社上海7月18日电（记
者杨有宗）18日，正在上海督战的英
超狼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积极寻
找中国球员登陆英超，帮助年轻球员
到更高平台锻炼。球队未来成绩方面
的目标将向世界最优秀的俱乐部看
齐，力争成为一支欧冠级别的球队。

目前，包括狼队在内，来自英超的
曼城、西汉姆联以及纽卡斯尔联都在
备战将于20日在上海虹口足球场举
行的英超亚洲杯三四名比赛和决赛。

17日晚在南京举行的比赛中，
狼队以4：0的比分战胜纽卡斯尔联
队，和曼城会师决赛。晋级决赛，再
加上中资球队的背景，狼队受到特别
关注。

17日比赛中，出生于2000年的
狼队华裔球员温绍康替补登场，获

得了和内维斯等队内大牌球员同场
竞技的机会。温绍康的父亲是广西
人，母亲是马来西亚华裔，这次比赛
也是他出生后第一次来到中国。“更
高水平的竞争环境对我的成长是有
好处的，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好好训
练，向队友学习，希望能早一点成长
为一名优秀的中场控制型球员。”温
绍康说。

除温绍康外，狼队目前还有何朕
宇、王佳豪等多名年轻华裔球员。狼
队董事孙晓天表示：“非常希望利用
我们这个平台和资源帮助一些华裔
球员提高，让他们能够在欧洲主流联
赛立足。”

除了吸收华裔球员，孙晓天表
示，狼队目前也在中国积极寻找能够
登陆英超的国内球员，不过他也坦

言，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想
发掘一些国内球员，在未来能够通过
自己的实力登陆欧洲联赛，我们希望
有更多的年轻球员能够走向海外，能
够在国外的高水平环境里去打磨提
高，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

2016年夏天，复星国际买下当
时还在英冠的狼队，此后，狼队成绩
大有起色，不仅顺利升入英超，还在
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取得了前八名
的好成绩。

谈到球队未来的目标，施瑜表
示：“长远来讲，狼队肯定想成为世界
上最好的俱乐部之一。‘最好’就意味
着在成绩上，球队至少是在欧冠级
别。我们不想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
表，但是希望每年都有进步，向世界
最优秀的那一批俱乐部看齐。”

狼队寻找中国球员登陆英超
未来目标欧冠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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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省总工会指导和主办的“职
工拒毒零计划行动”大型公益电影全
省巡回放映活动，7月 18日晚在海
口、澄迈等省内9市县同步启动，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从活动协办方省电影
发行放映协会获悉的。

据介绍，7月18日晚的首映地点
包括海口、澄迈、文昌、白沙等9个市
县，省内其他市县将于7月19日起相
继启动放映，启幕影片统一为《湄公
河行动》。本次巡映共放映优秀国产
影片200场，整个活动将持续至10月
份，主要在人员较密集的公共场所、
职工群众较集中的区域进行。放映
影片包括《湄公河行动》《战狼2》《金
三角行动》等，故事片放映前将加映

省总工会提供的禁毒宣传教育影片，
确保禁毒宣传覆盖面更广、针对性更
强、效果更明显。

近年来，省总工会坚决贯彻省
委、省政府禁毒三年大会战部署精
神，坚持三年送优秀公益电影下农
村、下企业，坚持三年面向全省职工
送禁毒知识，为海南禁毒三年大会战
首战告捷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
群众和干部职工欢迎。此次开展“职
工拒毒”公益电影巡回放映活动，旨
在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摒
弃不良生活习俗，积极加入“禁毒志
愿者队伍”行列，做到“不让毒品进我
家”，争当“无毒职工”。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记者
白瀛）国产科幻动画电影《未来机器
城》将于19日起在全国上映。影片旨
在提醒当下父母，无论再忙，都要多多
陪伴孩子，这是孩子的真正需要。

影片制片人、编剧郝雨日前在京
介绍，该片改编自王尼玛的漫画
《7723》，讲述一个只有72小时记忆
的机器人7723与足球少女小麦相互
陪伴、共同成长的冒险故事。

据介绍，该动画片中主人公小麦
的妈妈很关心孩子，但是她并不懂得
如何在孩子的成长中与其沟通，只是
给她买智能机器人，给她现代先进技
术产品。

“影片从现代家庭的亲子关系出
发，映射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爱的鸿
沟。”郝雨说，“孩子心智并不成熟，成
长中需要父母更多的陪伴和交流，而
不仅是给孩子物质上的满足。”

“职工拒毒”公益电影全省巡映启动
将放映优秀国产影片200场，持续至10月

➡《湄公河行动》剧照

动画片《未来机器城》今天上映

新华社南京7月18日电（记者
刘巍巍）京剧《民族英雄赵一曼》慷慨
激昂，昆曲《青玉案·元夕》柔肠缱绻，
评剧戏歌《盛世风华》振奋铿锵……
第23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集体节
目荟萃18日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启
幕，20多个剧种及大批新创编的童

话故事、课本剧、诗歌、童谣等将在3
天时间集中献演。

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副主任
李翔介绍，本届“小梅花”共有51个
集体节目进入现场展演终审环节，近
800名小演员参与。

据悉，本届“小梅花”入选集体剧

种有昆曲、京剧、越剧、藏戏、即墨老
腔、桐乡花鼓戏、梁山花灯、莆仙戏、
龙江剧等20多个，其中不乏新创编
的童话故事、课本剧、诗歌、童谣等。

2017年起至今，中国少儿戏曲
小梅花集体节目荟萃每年都由张家
港市承办。

800小演员献艺“小梅花”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记
者周玮）日前，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
节迎来特殊小观众——39名来自北
京顺义太阳村的孩子被邀请至中国
儿童剧场，观看儿童剧《我们是秦
俑》。这是中国儿童戏剧节自首届至
今持续举办的公益活动。

太阳村主要为父母是服刑人员
且无人抚养的未成年子女提供特殊

教育、心理辅导、权益保护以及职业
培训服务。今年13岁的蔡欣怡已连
续3年来到戏剧节观看演出，她还记
得第一次看音乐剧《小公主》时激动
的心情。“我特别喜欢艺术，走进剧院
看演出的机会很少，希望有更多这样
的机会。”蔡欣怡说。

太阳村老师邵朋超说，有了中国
儿艺的帮扶，孩子们每年能走进剧场

看演出，通过接触艺术，孩子们慢慢变
得开朗，会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
表示，中国儿童戏剧节坚持公益性原
则，开幕式邀请了文化和旅游部定点
扶贫县山西静乐县的师生代表参加
并观看儿童剧《火光中的繁星》，接下
来还会邀请延安的孩子们、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孤残儿童等来看演出。

中国儿童戏剧节让特殊群体孩子感受温暖

巴贝摄影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记者周玮）“中

国本色——布鲁诺·巴贝摄影展”18日在中国美
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49件布鲁诺·巴贝于20
世纪70至80年代访问中国时拍摄的摄影作品。

巴贝1973年曾作为随行记者随法国时任总
统乔治·蓬皮杜访华。近半个世纪来，他几十次往
返中国，记录下了中国高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

展出作品皆为上世纪70至80年代少见的彩
色影像，覆盖北京、上海、重庆、四川、广西、江苏等
多地，是少有的外国摄影师眼中的“中国本色”。

展览期间，巴贝还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69件
代表作品，将中国的历史光影留在中国美术馆。

展览将展出至7月28日。

7月17日，第六届中国聂耳音乐（合唱）周在
云南开幕。本届音乐周以“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
代”为主题，将在昆明、玉溪两地推出一系列活
动。图为演员在昆明云南大剧院举办的开幕式上
表演民族合唱《苍山歌声永不落》。 新华社发

中国聂耳音乐（合唱）周开幕

北京国际音乐节10月举办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记者白瀛）第22

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4日至28日举办。
22场演出包括歌剧、交响音乐会、独奏音乐会、室
内乐音乐会等多种形式。

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18日在京介绍，本届北
京国际音乐节以“新古典，乐无界”为主题，邀请一
批代表新古典音乐潮流的音乐家，如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德籍英裔作曲家马克斯·里希特将带来概
念音乐会《追梦·长城夜》，由钢琴、弦乐五重奏和
女高音演出，时长8小时，由作曲家亲自演奏。

此外，本届音乐节重要演出还包括：荷兰作曲
家米歇尔·范德阿创作的集音乐、戏剧、视觉艺术
和虚拟现实技术为一体的《捌》，美国作曲家亚伦·
齐格曼创作的《探戈钢琴协奏曲》，旅美华人作曲
家周龙的《九歌》选段《礼魂》，作曲家叶小纲的歌
剧《咏·别》无词管弦乐演奏版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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