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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败“爱丽丝”

“X战警”称雄北美周末票房
新华社洛杉矶5月29日电 20世纪福克斯电影

公司的新片《X战警：天启》27日上映以来在北美周
末票房榜独领风骚，预计在为期4天的美国阵亡将
士纪念日长周末票房收入将达8000万美元。

《X 战警：天启》是《X 战警》系列影片的第九
部。第八部影片《X战警：逆转未来》两年前上映，
首周末票房超过1.1亿美元。尽管新片票房不如上
一部，但依然大大超过同日上映的迪士尼公司新片

《爱丽丝梦游仙境2：镜中奇遇记》。
预计在这个长周末，《爱丽丝梦游仙境2》将获得

约4000万美元票房收入，名列票房榜第二位，远低于
6年前第一部上映时的1.16亿美元首周末票房。

索尼公司动画片《愤怒的小鸟》上映进入第二
个周末，从上周的票房冠军跌落到第三位，预计票
房收入2400万美元。

相关机构达数百家

江西省攀岩协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 通讯员吕海）江西省攀

岩协会5月30日在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成立，这
标志着我省攀岩运动及相关运动的队伍建设迈出了
实质性步伐，对我省攀岩事业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

该协会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省性群众体育
社团，由热爱攀岩运动及其相关运动的集体和个人
自愿结成的专业性群众组织，是江西省体育总会团
体会员，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
织。全省20余家机构成为该协会首批会员单位。
据介绍，攀岩运动在江西省正值一个快速发展的时
期。目前，全省共有各类攀岩及相关运动从业机构
几百家，从业人员达到数千人，其中江西应用技术职
业学院、江西理工大学等10余所学校开设了攀岩选
修课或兴趣班，阳光户外俱乐部、卓越户外运动协会
等10余家户外拓展运动俱乐部设置了攀岩项目。

该协会成立后，将协调和指导全省攀岩运动的
开展，负责建立全省攀岩运动及其相关运动的统一
规范，并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负责攀岩运动
员、教练员、裁判员、定线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
训、注册、技术等级评定及资格认证；负责组织、参加
国际相关比赛；发展与境外友好协会和组织间的往
来和交流等。

霍建华主演惊悚片《捉迷藏》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由霍建华、秦海璐、万

茜领衔主演的惊悚电影《捉迷藏》将于9月15日起
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一个都市精英与潜藏在自
家生活的神秘陌生人之间的博弈故事，聚焦人类精
神层面的深层恐惧和社会焦虑。

导演刘杰30日在京介绍，《捉迷藏》与鬼怪型
和重口味画面所营造的感官惊悚不同，保留了《碧
落雪山》《透析》《马背上的法庭》等自己作品中对社
会现实和人性的关注和写实手法，风格又趋向于

“希区柯克式”的社会惊悚。
据介绍，相较于之前的“仙气”，霍建华此番在

《捉迷藏》中饰演了一个有些异常的都市精英、一个
拥有重度洁癖的完美主义者、一个心怀“不能说的秘
密”的丈夫、一个一直在寻觅安全感的父亲，在精致
的生活表象之下掩藏着一颗极度敏感的“玻璃心”。

“我们已经错过两次机会，
争取不要错过第三回”，作为网
坛“黑珍珠”小威廉姆斯的教练，
法国人莫拉托鲁 29 日在法网媒
体中心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今世界第一如果要在罗
兰·加洛斯追平公开赛年代 22
个大满贯单打冠军的纪录，最大
的对手是她自己。

从去年美网半决赛爆惊天
大冷输给文奇，到年初澳网决赛
意外负于科贝尔，美国球后接连
在纪录前饮恨，这也被认为是34
岁的小威统治能力下滑的结
果。不过莫拉托鲁认为：“小威
在这两项大满贯赛事中打得不
错，表现比去年法网夺冠时要
好，只是在赛事最后阶段没有找

到自我。”
自小威在 2012 年法网首轮

遭淘汰，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首
次首轮出局后，莫拉托鲁开始执
教小威，帮助她在随后 4 年时间
中拿下 8 座大满贯单打奖杯、1
块奥运会单打金牌，稳坐世界第
一长达3年多时间。

本届法网赛程过半，在上半
区最大竞争对手阿扎伦卡首轮
因伤退赛、新科澳网冠军科贝尔
首战出局后，小威再次迎来改写
历史的良机。“从现在到赛事最
后，小威必须保持正确的心态，
而这也是我的工作，”莫拉托鲁
说。

“当小威在场上找到自我
时，没有任何人能够击败她，”莫

拉托鲁强调，“只有当比赛中她
忘记自己是小威的时候，可能她
会输掉比赛。通常来说小威输
的球员都在预期之外。”

目前，莫拉托鲁除了担任小
威的全职教练，也正在积极扩展
其经营20多年的网球学校版图，
其在法国尼斯新建立的网球学
院即将投入运营。“后李娜时代”
中国网球如何突破？这位功勋
教练表示培育中国球员需走国
际化道路。

莫拉托鲁说：“如果球员学
习乒乓球，我会把他们送到中
国，因为我们从事这个运动的时
间不长，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中
国乒乓球的教练和技术水平更
高。”

网球方面则相反。莫拉托

鲁表示：“我们有着长久的经验，

（中国）球员过来的话在许多方

面能提高更快，而且我认为他们

的教练也应该一同来，这样教练

回国后也能指导别的教练。”

莫拉托鲁说，中国球员走向

高水平的一个障碍是认为国内

比赛高于国际比赛，许多欧洲

教练和中国地方队合

作，很多人发现那些队

伍的重点是把球员培

养成各省（区市）最好的

运动员，而不是培养成参

加国际巡回赛事的球员，这种思

路不利于培养国际球员。

（新华社记者张淼 张寒）

校园足球特色校
须“回头看”
——访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

小威教练支招中国网球——

“后李娜时代”中国球员需国际化

新华社巴黎 5 月 29 日电
2016 年法国网球公开赛 29 日
进入第二周，比赛再度受雨水
数次侵扰。男单下半区的四分
之一决赛人选全部产生，女双
赛场则爆出大冷，世界排名第
一的辛吉斯与米尔扎组合、美
国名将威廉姆斯姐妹双双出
局。

重回去年夺冠福地——菲
利普·夏蒂埃球场，卫冕冠军瓦
林卡与塞尔维亚人特洛伊基在
前两盘经过抢7打成平手，比赛
中段瓦林卡发挥暴力单反优
势，最终获胜，有幸成为当日未
受雨水影响的少数幸运儿。

5 号种子锦织圭则没这么
好运，受雨水中断比赛和湿冷
的天气状况影响，日本金童在
对阵法国本土希望加斯奎特时
状态欠佳，以1∶3的盘分败下阵
来。男单 8 号种子拉奥尼奇则
意外连输三盘负于世界排名50
位开外的西班牙选手拉莫斯。

2 号种子、英国名将默里首
盘抢 7局中三救盘点以 11∶9险
胜美国发球高手伊斯内尔，随后
以 6∶4、6∶3 的比分锁定一张八
强入场券。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瓦林卡将迎战黑马拉莫斯，默里
则将迎来加斯奎特的挑战。

当日比赛的最大冷门出自

女双赛场。当今世界头号组合
辛吉斯与米尔扎延续近期的波
动，两盘脆败给来自捷克的两
名“95 后”无名小辈，无缘跨年
度全满贯伟业。

意在为里约奥运练兵的威
廉姆斯姐妹也重回双打赛场，
对阵实力并不出众的荷兰与瑞
典球员组合。不过久疏战阵的
威廉姆斯姐妹很快以 3∶6 先输
一盘，在暴力进攻并未收到太
多成效后，她们以相同比分再
输一盘，未能晋级。

中心球场最后出场的女单
2号种子、A·拉德万斯卡凭借多
变球路与精湛防守以 6∶2、3∶0

大比分领先来自保加利亚的皮
隆科娃，此时突如其来的暴雨中
断比赛，鉴于天色已晚，法网组
委会被迫宣布比赛暂停。另一
场几乎同时开赛的前亚军较量
中，近期状态更好的哈勒普首盘
暂时以 5∶3 领先在第二轮淘汰
张帅的澳大利亚名将斯托瑟。

当日稍早结束的其他比赛
中，西班牙新秀穆古拉扎6∶3、6
∶4 直落两盘战胜 2009 年法网
冠军库兹涅佐娃，连续第三年
跻身法网八强。她将在四分之
一决赛对阵本届最大黑马、现
世界排名仅 108 位的美国选手
罗杰斯。

“校园足球新

长征”活动日前启

动，这标志着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活

动进入一个新阶

段。对于过去一年

多教育部接手主管

后，校园足球有哪

些收获，存在哪些

问题，将出台哪些

新举措，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教育部体卫艺

司司长王登峰日前

接受采访时对上述

问题一一作答。

全国都在动起来

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教育部
已接手主管校园足球一年多。在
王登峰看来，最显著的变化就是

“全国都在动起来”。“各省（区市）
都成立了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
都有了校足办，都进行了大规模的
教师培训和场地改扩建，效果非常
明显。而且基本上每个省区市都
有专项资金，这种对校园足球的支
持力度，在历年学校体育工作中从
来没有过。第二，刚开始搞校园足
球的时候，大家有担心和顾虑，但
一年多下来，大家都看到了校园足
球的好处，价值开始显现，整个舆
论氛围越来越好。这两点变化对
于一项事业很重要。第三，问题也
很突出。首先，师资短缺，不要说
高水平的，就是会一点足球的老
师都很少，所以培训力度需要
加大；其次，场地设施严重不
足，未来校园足球、学校体
育真要大发展的话，这是最大
的瓶颈。”

国家发展改革委 5 月发布
了《关于印发全国足球场地设
施 建 设 规 划（2016 － 2020
年）的通知》，王登峰认为这
对于校园足球是巨大利好。

特色校“回头看”

2015 年，全国校足办遴选了

首批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8627
所。今年，第二批全国特色校正在
申报过程中。

王登峰说，各申报学校需先将
材料报到地市，地市再报到省（区
市）里，经过层层审核和公示后再
报到教育部。教育部再请专家进
行评审，然后还要抽查（比例在
10％左右），最后才能批准挂牌。

由于特色校享受扶持资金、政
策，因此各地申报踊跃，但也存在
滥竽充数者。

为了揪出滥竽充数者，在对第
二批申报特色校的抽查过程中，全
国校足办还将对首批认定的特色
校进行“回头看”（比例也在10％左
右），“回头看”的学校由专家随机

挑选，一旦发现有学
校不符合标准，

则一律摘牌，后
续可能还有处
罚措施。

校园篮球试点有望推出

教育部大力推动校园足球的
目的之一就是以足球为突破口带
动整个学校体育改革，而据王登峰
介绍，校园足球模式已基本成型，
下一步将推动其他项目发展。

“我们不仅仅做校园足球，也
会推动其他项目发展，包括篮球、
排球、游泳等。我们马上要推出校
园篮球的试点。篮球是NBA（美职
篮）跟我们一起做，游泳是钱红（前
奥运冠军）和我们一起做。”

场地开放和修建要综合考虑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提
出，“学校体育场馆课余时间要向
学生开放，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安
全保障，加快推动学校体育场馆向
社会开放。”这里提出的是学校体
育场馆单方面向社会开放。

而在《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强
化学校体育促
进学生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
的意见》中，
则提出了社

会、学校体育
场馆双向开

放 ，“ 积

极推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为学校
体育提供服务，向学生免费或优惠
开放，推动有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
设施在课后和节假日对本校师生
和公众有序开放，充分利用青少年
活动中心、少年宫、户外营地等资
源开展体育活动。”

王登峰表示，这种双向开放非
常有意义，就此教育部和体育总局
将会出台一个文件。同时，他认
为，未来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建体
育场馆，都应有综合利用的理念，
不能学校的场馆就全建在学校里，
也不能体育部门或社会修建的场
馆就建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要考
虑学校、竞技体育、社区综合利用。

校园足球和青训紧密结合

虽然推广校园足球的目的是
在校园中普及足球，但如果发现了
好苗子，打通上升渠道的重要性就
凸显出来。

王登峰表示，目前的校园足球
竞赛体系包括校内比赛、校际联赛
和选拔性比赛，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冬令营就属于选拔性比赛，这个
比赛以及从中选出的五个年龄段
的全国最佳阵容，就给足协、体育
部门、俱乐部提供了选材机会。如
果有合适的人才，就可以借此进入
专业化训练甚至是职业队。

（新华社记者 公兵）

女双大小威爆冷出局
法网再受雨水侵扰相关新闻

默里在比赛中庆祝默里在比赛中庆祝。。

武汉6月将举办香港电影周
新华社武汉5月30日电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30日召开发布会宣布，以
“发现更美的世界”为主题的2016香港电影周活动
将于6月17日在武汉启幕。在为期五天的时间里，
由香港新生代导演执导、获得多项提名的4部香港
电影，将免费向武汉市民放映。

香港驻武汉经贸办主任谢绮雯表示，香港与内
地近年来在电影制作、培育新秀、拓展观众群等方
面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此次举办电影周，希望继
续发挥电影在香港与内地交流中的桥梁作用，进一
步促进香港和内地电影业的交流与合作。

电影周期间，《可爱的你》《哪一天我们会飞》
《点对点》《争气》四部原汁原味的香港影片将免费
对武汉观众放映。有别于以往香港电影主打的警
匪、黑帮题材，此次入选电影周的作品以校园、爱
情、励志为主题，题材清新，将充分展现香港人积极
进取、自强不息的正面力量，以及香港电影业的朝
气和活力。

本届电影周开幕式将于6月17日在武汉天地
CGV星星影城举行。届时，电影《争气》的导演杨
紫烨将出席开幕式，并于电影放映后与现场观众分
享制片理念及感受。

欧锦赛热身赛：葡萄牙胜挪威

5月29日，在葡萄牙波尔图市巨龙球场举行的
2016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热身赛中，葡萄牙国家队
以3∶0战胜挪威国家队。 （据新华社）

葡萄牙队球员夸雷斯马葡萄牙队球员夸雷斯马（（上上））与挪威队与挪威队
球员约翰森在比赛中拼抢球员约翰森在比赛中拼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