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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韩国光州7月21日电（记
者陆睿 周欣 卢羽晨）2019年国际泳
联世界游泳锦标赛泳池大战21日在韩
国光州正式打响。奥运冠军孙杨打响
大赛“第一枪”，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
赛中强势摘金，并刷新今年世界最好成
绩，为中国游泳迎来开门红。

光州南部大学市立国际游泳馆
座无虚席，游泳第一金在这里决出。
中国游泳队队长孙杨以3分 42秒
44的成绩轻松夺冠，澳大利亚选手
霍顿以3分43秒17的成绩获得银
牌。意大利选手德蒂以3分 43秒
23获得季军。

这是孙杨第七次参加世锦赛。
这枚金牌，让他不仅成功拿下世锦赛
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四连冠，同时也
是他的世锦赛个人第10金。

“对我而言，今天的成绩是至高
无上的荣誉，这次来的目标就是冲击
金牌。在我这个年纪，能保持这样的
水平是前无古人的，包括菲尔普斯，
金牌对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赛后孙杨霸气十足地说。

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
手王简嘉禾位列第五名。澳大利亚
选手蒂特马斯逆转卫冕冠军、美国

“核少女”莱德茨基，以3分58秒76
的成绩夺冠，莱德茨基和史密斯分获
银牌和铜牌。

朱梦慧、吴卿风、王静卓和杨浚
瑄联手的中国队在女子 4x100 米
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以3分 35秒 83
的成绩排名第五，无缘奖牌，澳大
利亚队、美国队、加拿大队分别获
得前三名。

孙杨400米自由泳夺金成就四连冠
中国游泳军团迎来开门红

500多支三人篮球队比拼

省三对三篮球联赛
本周末儋州打响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
报记者从21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19
年海南省三对三篮球联赛首站比赛本周末（27
日）在儋州打响。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旅文厅主办，省赛事中心
承办。海南省三对三篮球联赛从2015年开始每
年举办，是我省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群众性篮
球赛事之一。本届比赛设儋州、海口、定安、琼海、
万宁、三亚、文昌、澄迈、屯昌、东方共10站比赛。
赛事首战、开闭幕式和总决赛均在儋州举行。本
次赛事得到了儋州市政府和其他市县政府的大
力支持。

比赛设男子青少年组（14岁至17岁）和男子
公开组（18岁至45岁）。其中男子青少年组每站
限报24支球队，男子公开组每站限报32支球
队。组委会负责人表示，本次比赛将有超过500
多支省内三人篮球队2000多名球手参加。

本次比赛引进了腾讯体育企鹅平台进行直
播。各分站赛区男子青少年组和公开组冠军奖金
分别为1800元和2500元。获得分站赛各组别前
4名的球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男子青少年组和
公开组冠军奖金分别为4000元和8000元。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国际篮联
大力推动世界三人篮球运动的发展，三人篮球已
经成为夏季青年奥运会、亚运会、亚洲青年运动会
等综合性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三人篮球世锦赛
两年举办一次，U18世锦赛每年举办一次。在去
年举行的亚运会三人篮球赛上，中国男女队都获
得了冠军。中国女队夺得了2019年国际篮联三
人篮球世界杯冠军。海南的气候和条件非常适合
长期开展三人篮球运动，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能促
进我省篮球事业的发展，同时充分展示我省各市
县篮球文化及提高当地的旅游消费。

中超战报
（第19轮）

申花4：1人和

河南0：0武汉

山东3：0深圳

北京0：1江苏

上港2：2重庆

天海2：2河北

恒大5：0富力

大连2：2泰达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在前不久结束的二青会乒乓球
男单比赛中，海南选手林诗栋夺得了
15岁组的冠军。这是海南本土球手
第一次在全国大型运动会乒乓球比
赛中夺冠。林诗栋学球时间晚，小时
候身体条件并不出色，他是如何在强
手如林的国内乒坛闯出一番天地？

乒球悟性很高
林诗栋7岁半开始打乒乓球，8

岁才开始系统训练。国内乒乓球高
手都是4岁半开始“摸拍”，林诗栋开
始练球时间比人家晚了2年半。“虽
然起步晚，但这林诗栋悟性高，喜欢
乒乓球，训练中肯吃苦。”三亚南燕乒
乓球俱乐部的教练关艳说。

关艳在训练中给年龄大的球员
讲解技术，林诗栋旁听。关艳的技术
动作讲解完后，年龄大的球员还没明
白，林诗栋则马上模仿出标准的技术
动作。由于林诗栋系统训练时间晚，
关艳给林诗栋制定了2年打基础，夯
实基本功训练的计划。为了能让林
诗栋抓紧一切时间训练，关艳要求林
诗栋从宿舍到球场这段路上边走边
练手腕的动作。“他一坚持就是好几
年，直到现在走路的时候他还经常下
意识的动腕。”关艳说。

林诗栋小时候很胖，比同龄的孩
子胖十几斤。“刚开始进队训练的时
候，林诗栋由于太胖，走路都摇头晃
脑。”关艳回忆说。为了能让林诗栋
瘦下来，关艳专门给林诗栋制定了减
肥计划。每天训练结束后，林诗栋都

要比队友多练一会有氧运动。“在林
诗栋刚开始练球的时候，我就告诉他
要树立夺冠的目标，他做到了。”关艳
说。林诗栋夺得三亚市乒乓球赛冠
军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练了两年
后，他获得了海南省青少年单打和团
体冠军。这两年，他代表国家U14和
U15队赢得了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
赛男单和男团冠军。

365天都在训练
林诗栋10岁时，关艳将林诗栋

“转交给”李蒙。李蒙是关艳的儿子，
当时李蒙在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
练基地担任教练。关艳说：“我给林
诗栋打基础的任务已经完成，他再想
提高，只能让我儿子教了。”李蒙对林
诗栋的要求非常严格，在训练时，李

蒙经常手里拿一根小木棍站在林诗
栋身后，一旦林诗栋技术动作不到
位，李蒙会毫不留情地“下手”。关艳
回忆说：“林诗栋在前面边练边哭，站
在后面的李蒙也含着泪。海南乒乓
球选手要想在国内拿冠军，不流汗，
不流血不行。”进入海南省乒乓球队
后，林诗栋和李蒙这对师徒一年365
天没有一天休息，春节也不例外。

力争参加亚少赛
夺得二青会男单冠军后，并不

意味着林诗栋能松一口气。李蒙
说：“现在要从零开始，争取入选国
家少年乒乓球队，参加8月份举行
的亚洲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并力争
夺冠。”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海南乒球手林诗栋获二青会15岁组乒乓球男单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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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2019海南省青少年羽
毛球公开赛在海口市奥飞恒温羽毛球
馆举行，最终，陵水体校队获得了男子
团体冠军。

本次比赛由省旅文厅举办，共有
200多名13岁至17岁的青少年选手
参加。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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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卫小林）7月21日
晚，我省群众文化品牌活动——“群艺
大舞台·文化进万家”走进昌江黎族自
治县七叉镇大仍村文化广场，为当地
干部群众送去“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深入基层 服务群众”的主题教育演
出。晚会上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观
众喜闻乐见的本土演员表演，吸引了

众多当地观众欣赏。
据介绍，本场主题教育演出的节

目形式多样，内容各有特色，主要表演
类型包括舞蹈、歌唱、器乐演奏、小品、
杂技等。在10多个节目演出间隙，主
办方还穿插了两轮主题教育知识的现
场观众有奖互动问答，把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演出由开场歌舞《新时代的

春天》拉开序幕，随后，歌曲《美丽中国
梦》《心念》《不忘初心》、舞蹈《雨中泪》
《丽人欢歌》、小品《旅游》、杂技《力量
组合》、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
《泼茶香》等10多个节目轮番登场，引
得当地干部群众掌声不断。值得一提
的是，海口椰城侬家艺术团的演员们
还与大仍村舞蹈团的演员们同台献

艺，台下掌声更是达到高潮。最后，整
个演出在歌舞表演《幸福中国一起走》
催人奋进的场面中落幕。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群艺大舞台·文化进万家”是海
南群众文化活动中涌现的品牌活动，
自2002年启动以来，主要采取巡回演
出的形式，分别奔赴全省各基层进行

文化惠民演出。近年来，该活动主要
致力于把精彩文艺节目送到省内各基
层群众面前，让基层群众在劳动、生产
和生活之余能享受到优秀精神产品带
来的艺术之美。

本次演出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主办，省群众艺术馆、昌江黎族自
治县旅文局承办。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海口市
第十八届少儿蒲公英大赛颁奖晚会
7月19日晚在海口市群众艺术馆举
行，本届大赛共有200余人分别获
得音乐、美术、朗诵三大类一、二、三
等奖，其中部分一等奖获奖者在颁
奖晚会上表演了获奖节目。

海南日报记者现场看到，颁奖
晚会由三重唱《三个月亮》拉开帷
幕，其后，获得朗诵类儿童组一等奖
的朗诵《青春中国》、获得音乐类声
乐比赛儿童组一等奖的独唱《说唱
脸谱》、获得音乐类器乐比赛民乐少
年B组一等奖的笛子独奏《走进快
活岭》等节目相继上演。压轴节目
是获得音乐类声乐比赛少年B组一
等奖的何虹晓表演的独唱《炫镜》，
较为完美地展示了美声唱法的技
巧。大轴节目是张书铭、潘在楷、王

若简、陈沛妤四人表演的葫芦丝合
奏《竹楼情歌》，以悠扬的葫芦丝乐
声，展现出一幅令人神往的少数民
族风情画卷。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相关负责人
表示，本届少儿蒲公英大赛于今年6
月开始初赛，海口市各年龄段的中小
学生仅线上报名人数就超过了3000
人，经过初赛的严格选拔，共有450
多人进入决赛。再经决赛的激烈角
逐，最终，共有200余人分别获得音
乐、美术、朗诵三大类别比赛的一、
二、三等奖。其中，获得三大类别比
赛一等奖的获奖者共有38名。

据了解，每年一届的海口市少
儿蒲公英大赛已经成为海口市少儿
文艺比赛的一块金字招牌，吸引越来
越多少年儿童参与，也得到社会各界
广泛认可和高度好评，报名人数持续

增加，选手水平越来越高，该项大赛
大大提升了海口少年儿童的艺术素
养，也为海南培养了不少艺术人才。

本届比赛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海口市教育局主办，海
口市群众艺术馆承办。

本报三亚7月21日电（记者李
艳玫）7月20日晚，狂欢一夏·2019鹿
回头情山国际啤酒节在三亚鹿回头景
区开幕，以“啤酒+音乐+艺术”的形

式，为三亚打造一场夏季狂欢盛宴。
本届啤酒节以“1+3”的主分会

场形式同步开展，包括啤酒节广场、
牵手吧、钟情吧和欢乐吧，同时还在

景区内设立了全球啤酒精酿体验区，
以满足不同市民游客的需求。鹿回
头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主会场每周
五、周六都有DJ表演、外籍演员开场

舞和灯光秀，市民游客可尽情享受。
此外还有三亚特色美食亮相啤酒节，
让游客品味三亚美食魅力。

据悉，啤酒节将持续至9月1日。

“群艺大舞台”赴昌江举行主题教育演出

海口第十八届少儿蒲公英大赛举行颁奖礼
200余人分获音乐、美术、朗诵三大类一二三等奖

三亚鹿回头情山国际啤酒节开幕
将持续至9月1日

第13届FIRST
青年电影展西宁揭幕
34部入围影片集中展映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玛央措）第
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7月20日在
青海西宁揭幕，开幕片放映《盗马
贼》。一场电影盛宴随着高原旅游旺
季的到来拉开帷幕。

今年的影展由导演刁亦男任评委
会主席，评委会成员还包括查尔斯·吉
伯特、查尔斯·德松、赵非、述平、秦昊
和陈哲艺等国内外知名影人。他们将
对最终入围的34部影片进行评审，决
出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演员等
10个主竞赛奖项及2个场外奖项。

今年的FIRST训练营邀请了伊
朗电影导演穆森·马克马巴夫作为导
师，万玛才旦与张颂文分别任文学、表
演顾问，在5天内指导10位青年电影
人，同时进行理论课学习、勘景、排练，
并完成剧本和拍摄方案。20日起，青
年影人在训练营创作的10条短片将
陆续杀青进入后期制作，并于7月25
日在青海大剧院音乐厅首映。

今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首次
提出电影市场体系概念，包含创投会、
产业放映、论坛等。同时联合阿里影
业设立电影计划首奖。此外，光线、麦
特、泽东、合瑞等也与FIRST青年电
影展达成合作意向。

本届影展将持续到7月28日结
束，并于当晚举行星光红毯和颁奖典
礼，影展期间，34部入围影片将在西
宁的电影院与露天影院进行展映。

冈瓦纳世界合唱节悉尼结束
据新华社悉尼7月21日电（郭阳）由澳大利

亚冈瓦纳合唱团主办的冈瓦纳世界合唱节21日
在澳大利亚悉尼落下帷幕。为期一周的时间里，
来自世界多地的优秀少年合唱团不仅带来了精彩
演出，也进行了丰富的互动交流。

本次合唱节共有20个合唱团体参加，包括来
自中国的广东实验中学合唱团和内蒙古少年合唱
团。中国小歌唱家们在悉尼歌剧院举行了两场音
乐会，还在悉尼音乐学院进行了一系列表演。

内蒙古少年合唱团今年带来了《四海》《维拉
特舞韵》等民歌。广东实验中学合唱团既带来了
民谣，也演唱了西方观众较为熟悉的《北极光》《唯
有梦中》《圣母颂》等歌曲。中国两个合唱团载歌
载舞、新颖多样的表演，均赢得现场观众经久不息
的掌声和欢呼声。

冈瓦纳合唱团常务董事伯妮·赫德告诉记者，
今年是冈瓦纳合唱团成立30周年，很荣幸能邀请
到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的优秀少年
合唱团共同庆祝。

广东实验中学合唱团常任指挥谢明晶说，此
行除了应邀参加合唱节，还恰逢广东省和悉尼所
在的新南威尔士州缔结友好省州40周年，合唱团
在出发前受到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委托，希望用歌
声把广东人民的美好祝愿和祝福带到澳大利亚。

音乐类声乐获奖者在颁奖晚会上表演。 邱天伟 摄

书幡林立、摊位密集，讲座场场爆满、人流八
方云集。每年7月的香港书展，像盛夏里一场繁
盛的文化嘉年华，过百万的客流已屡见不鲜，如今
已到第三十届的“而立之年”。图为市民在第三十
届香港书展上选购图书（7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香港书展 三十而立
年吸引过百万客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