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友谊赛：葡萄牙不敌荷兰

3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国际
友谊赛中，葡萄牙队以0∶3不敌荷兰队。

（据新华社）

葡萄牙队球员克葡萄牙队球员克··罗纳尔多在比赛中罗纳尔多在比赛中。。

NBA常规赛：活塞胜湖人

3月26日，在2017-2018赛季NBA常规
赛中，底特律活塞队主场以112∶106战胜洛
杉矶湖人队。 （据新华社）

湖人队球员兰德尔湖人队球员兰德尔（（左左））突破活塞队突破活塞队
球员格里芬的防守球员格里芬的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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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皮划艇静水冠军赛（春季）
江西选手摘3金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中国皮划艇协会
主办的 2018 年全国皮划艇静水冠军赛（春
季）3月25日至27日在湖北省鄂州市红莲湖
举行。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程灵
芝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先后获得女子单人划
艇200米、500米和1000米3块金牌。

来自全国21个代表队204名皮划艇运动
员参加此次比赛。程灵芝，1997 年1月出生
于抚州市临川区河西乡中程村。在 2010 年
临川区第五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中，她被
抚州市体校教练员选入抚州市体校划船队训
练。2011年她被输送至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
中心集训。由于训练成绩突出，于2017年前
往国家集训队训练。

省高校摄影展举行
本报南昌讯（记者张衍）3月23日，第十

六届江西省高校摄影作品展在南昌师范学院
举行。本届摄影展得到全省高校的积极参
与，共征集省内50余所高校师生作品五千余
幅。作品分为风光类和人文生态类，经过认
真评审，共有350余幅作品入选。

本次展览分示范组、专题组、获奖作品等
类别，既展示了2017年我省教育界和高校师
生在摄影艺术创作、摄影教育中所取得的喜
人成果；也展示了新时代的城市环境、人文生
态及社会发展的新面貌，抒发了师生们对建
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的美好情感。

国象世界冠军候选人赛仅余一轮

丁立人保持不败排名第四
新华社柏林3月26日电 中国国际象棋

协会消息，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象棋世界
冠军候选人赛倒数第二轮比赛当地时间 26
日开战，中国棋手丁立人该轮弈和俄罗斯名
将克拉姆尼克，12平1胜积7分在8位选手中
位列第四。

丁立人当日执白对克拉姆尼克，两位棋
手均积极进攻，克拉姆尼克局势占优，不过30
回合后丁立人利用克拉姆尼克的失误兑换皇
后，之后防守严密未给克拉姆尼克留出机
会。47回合后双方握手言和。

上轮过后与俄罗斯棋手卡尔亚金携手领
跑积分榜的美国棋手卡鲁阿纳本轮对阵亚美
尼亚棋手阿罗尼扬，后者在第30步后的诸多
失误葬送该局，也让卡鲁阿纳在最后胜者名
额的争夺中再度拿回领先优势。

卡尔亚金本轮弈和卡鲁阿纳的同胞苏伟
利，阿塞拜疆名将马梅季亚洛夫战胜俄罗斯
棋手格里修克拿下1分。

在候选人赛仅余一轮的情况下，卡鲁阿
纳 8 分暂时领跑，马梅季亚洛夫与卡尔亚金
7.5分紧随其后，丁立人以不败战绩积7分位
列第四，前四名之间只有一个胜场的分差，谁
将获得挑战现任棋王卡尔森的资格依然扑朔
迷离。在当地时间27日的最后一轮比赛中，
丁立人将对阵排名在他之前的卡尔亚金。

玉山 有个大梦想小球
80所学校有台球活动中心，台球后备苗子有9000多个——

“跟观众说一声对不起”
首位一线影人现身“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导演”王宝强——

国际乒联巡回赛德国站 马龙蛰伏9个月上演王者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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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6月退出中国公开赛后，马龙
足有9个月的时间没有出现在国际乒联巡
回赛的赛场上。作为大满贯选手的马龙是
不是失去了在竞技场上奋斗的欲望？答案
是否定的。在3月26日进行的2018年国际
乒联巡回赛德国站男单决赛上，马龙以4比
1战胜队友许昕夺冠，是他第5次夺得德国
站冠军，也是他第25个国际乒联巡回赛冠
军。赛后有喜爱马龙的球迷不禁赞叹，“只
要马龙想留住冠军奖杯，别人就拿不去”。

再有 6 个多月，马龙就将迎来自己 30
岁的生日。所谓三十而立，男人跨入这个

年龄段也需要进一步规划自己的人生，为
新的目标奋斗。三十岁之前，马龙已经先
后收获世乒赛、世界杯、奥运会等诸多重大
国际赛事男子单项桂冠，从而进入中国乒
乓梦之队大满贯荣誉殿堂。回顾 2017 赛
季，马龙分别卫冕世乒赛男单冠军，荣膺全
运会男单冠军，但自从6月在中国公开赛退
赛后，他再也没有现身国际乒联巡回赛场，
再加上发生在国乒队内部的一系列变故，
外界猜测，以马龙、许昕、张继科、樊振东组
合的国乒男队“四驾马车”行将解体，张继
科渐渐淡出各项重大赛事后，马龙会不会

步其后尘？
但是，中国乒乓球队之所以被称为乒

坛梦之队，除了因为拥有超强的竞争实力
外，还有他们独特的气质与锲而不舍的精
神内涵。马龙作为国乒男队的队长无疑是
这个集体的表率，回到德国公开赛，他不仅
宣告了自己王者归来，实际也向外界传递
出国乒勇往直前的信号。

虽然卫冕冠军奥恰洛夫退赛，但马龙
独守半区先后横扫日本队的吉村真晴、水
谷隼，以 4 比 1 成功复仇德国一哥波尔，接
着半决赛拿下韩国选手黄镇廷挺进决赛，4

个对手的国际排名分别为第 20 位、第 14
位、第 1 位和第 6 位。再加上以 4 比 1 战胜
队友许昕，马龙的夺冠极具说服力。就连
许昕赛后也坦言，“在关键分处理方面，我
和马龙还是有差距”。

在颁奖仪式上，马龙在有中文翻译在场
的情况下，大秀英语，赢得现场观众掌声的
同时，也在国际乒坛展现出新时代中国乒坛
偶像的风貌。马龙霸气回归，对国乒备战东
京奥运会无疑是福音，他也向外界宣告，无
论中国乒乓球进行怎样的改革与调整，冠
军的实力与气质始终都在。 （肖 赧）

现场 领奖是出于尊重电影

因为拿奖的都是本年度最有影响力的烂片，
所以“金扫帚”虽举办了九届，但鲜有获奖者来到现
场。当“最令人失望导演奖”颁奖嘉宾田海蓉和陈
德森揭晓获奖影片时，开玩笑称“获奖的是我们的
好兄弟”。此时，王宝强悄悄出现在舞台一侧，听着
老友的打趣，他露出标志性大白牙，笑得收不住。

等到主持人问“有人来领奖吗”，一声洪亮的
“有”，打破了此前一直无人领奖的尴尬。在追光
中亮相的王宝强立刻引来了全场的惊呼。走上台
时，大家都在鼓掌叫好。

发表获奖感言时，王宝强先开玩笑说，听说今
年“金扫帚”竞争激烈，能拿到一个奖也“挺难得
的”，“我也知道金扫帚不是一个特别光彩的奖项，
但是它可以鞭策我进步。为什么我必须要亲自来
接受大家的批评，因为我爱电影，我尊重电影、尊重
观众、尊重在座的前辈，所以我一定要亲自来领。”

谈及《大闹天竺》的失败，他坦言自己“第一次
当导演，确实欠缺经验，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同时
表示“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后，他
向观众道歉：“感谢‘金扫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跟观众说一句对不起，这句话在我心里很久
了。这次是欠观众一次，我相信经过努力和学习，
我一定会成为大家心目中一个合格的导演，也会
成为一个合格的电影工作者。”

态度 拒绝领奖理由不一

今年组委会首次曝光了电话联系获奖者时的
视频，中国电影人面对“金扫帚”的各种态度也大
白于天下。

第一种是以各种理由拒绝。郑恺凭借《临时
演员》和《降魔传》获得最令人失望男演员。当组
委会给其经纪人打电话时，对方一开始有些迟疑，

当组委会询问是否能来现场领奖时，得到一句简
单干脆的回答：“录‘跑男’，没时间。”

有的获奖者则会耿直表示对“金扫帚”的不
满。今年刘亦菲凭借《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烽火
芳菲》击败杨幂等人，获封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在
电话中，其经纪人直接反问：“您觉得谁能去领呢？
你们给了这么一个奖。”当组委会表示领奖也是一

种交流时，对方说：“我觉得交流不会是这种方式，
这是明摆着的事儿。你让演员怎么去交流？”他还
补充表示他们“不认可这种评法是正确的”。

作为去年被观众群嘲的“无底线烂片”，《纯洁
心灵·逐梦演艺圈》毫无意外地成为“金扫帚”的最
大赢家，获得最令人失望影片奖，该片导演毕志飞
也和王宝强同时成为最令人失望导演。相比于王
宝强接到得奖通知时二话不说答应来领奖，毕志
飞一开始也表示会来领奖，并自嘲说“这应该是我
们拿到的最大的奖了”。然而过了几天他便主动
联系组委会，表示自己搜索发现“金扫帚”影响力
很大，觉得领奖会产生不好的效果，还是决定不
来。他还说不能同意该奖的评选，觉得《纯洁心
灵·逐梦演艺圈》没有那么不好。

反思 烂片负面影响太大

获得今年最令人失望电影的共有三部，分别
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闹天竺》《纯洁心灵·逐
梦演艺圈》。这三部影片不仅在其他“金扫帚”单
项奖上有所斩获，也成为去年国产烂片的缩影。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大片拍残的典型，《大闹天
竺》力证了跨行当导演的不靠谱，《纯洁心灵·逐梦
演艺圈》则像跳梁小丑一样，暴露了一些电影人的
底线。

此前有网友质疑，《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没
有名导名演员，也不是大制作，观众一开始对其并
没有期待，获得最令人失望电影是否不太合适。
对此，曾念群直言，该片质量低劣，主创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利用各种方式炒作，还声称要状告批评
该片的网站和网友，“给业内造成的负面影响太恶
劣了，所以必须给予批评。”他还透露，无论是评委
还是观众，该片在两轮评选中一直高票领先。

（袁云儿）

“跟观众说一声对

不起。”“希望这次是第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当王宝强接过那柄象

征烂片的“金扫帚”时，

台下观众都在为他的

勇气鼓掌。

3月26日，第九届

华语电影金扫帚奖颁

奖典礼在京举行。该

奖项被誉为中国的“金

酸莓”，并非表扬优秀

影片，而是为了选出那

些最令人失望的电

影。凭借《大闹天竺》

获得“最令人失望导演

奖”的王宝强意外现

身，成为“金扫帚”历史

上首位来领奖的一线

电影人。他的勇敢和

真诚获得了同行和网

友的肯定。

每年3月，在玉山最美的季节
里，海内外的游客纷纷慕名来到
著名作家郁达夫笔下的“东方威
尼斯”踏青。

当然，从2015年的3月起，因
为中式台球世界锦标赛的“落户”，
来到这座小城的宾客中多了一批
特殊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台
球运动员和台球爱好者。作为世
界三大台球赛事之一，一年一度的
中式台球世锦赛让玉山多了一张
新名片——中国台球之都。

经过4年时间的培育，玉山台
球运动的氛围逐渐浓烈起来。作
为玉山当地的台球爱好者，今年
30岁的连文群对此感触颇深。连
文群从小就热爱台球，但当时中
式台球在玉山尚属“草根运动”，
缺乏良好的氛围和严谨的规则。
2014年，他在家人的支持下创办
了自己的台球房，以俱乐部的方式
对外运营。中式台球世锦赛的举
办，让他的俱乐部获得了长足发展
的良机，日营业额达到数千元。“我
们玉山的台球运动基础非常好，民
间热爱台球的人很多，但是玩法不
统一，也缺乏组织性。中式台球
世锦赛的举办不仅仅是让这项运
动变得光荣，更在于其让这项运
动变得更加标准，兼具了草根和
竞技性。”连文群告诉记者。

连续四年成功举办国际大
赛，让玉山的台球运动普及度越
来越广。据该县体育部门统计，
目前玉山不仅拥有台球协会组
织，还有青少年台球训练基地、台

球俱乐部、台球房（点）达 200 多
个，有 5000多名俱乐部会员经常
参加台球运动，一些机关单位、企
业都有自己的台球室，台球运动
氛围浓郁。如今，中式台球世锦
赛、世界斯诺克公开赛在玉山举
办期间，越来越多玉山人喜欢白
天去赛场近距离观看精彩的比
赛，一睹球星风采，晚上找朋友也
切磋台球技艺，分享身边世界级
比赛带来的快乐。

台球人才培育在玉山也得以
迅速发展。近年来，玉山县教体
局在教师队伍中专门选拔出一批
台球教练和台球裁判，并在中小
学校中开展台球素质拓展课。据
悉，目前该县 100 多所中小学校
中，80％的学校有台球活动中心，
会打台球的中小学生达到9000多
人，台球后备人才基础扎实。

台球热不仅仅热在体育范
畴，更是逐渐扩展到了玉山城市
的各个产业中。在当地最负盛名
的特色商街——七里街，台球文
创产品成了最受游客们欢迎的旅
游纪念品。在七里街砚雕坊，从
事砚雕生意的青年砚雕师朱国
彬，把中式台球世锦赛的元素加
入到了自己的砚雕中。“玉山与中
式台球世锦赛结缘于石头，因为
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台球桌板材生
产基地。而台球桌板材使用的青
石与我们罗纹砚所用的罗纹石同
出一脉。我希望用这些台球砚雕
产品让家乡‘中国台球之都’的名
片被更多人熟知。”朱国彬说。

本报玉山讯 （记者郁鑫鹏 通讯员
吴德强）3月 27日，第四届中式台球世锦
赛进入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第一阶段
双败淘汰制阶段的 112场比赛当日全部
结束，包括卫冕冠军杨帆、付小芳在内48
名球员（男子组 32人、女子组 16人）进入
到第二阶段单败淘汰制的比赛中。

杨帆在首日艰难战胜杰森·肖后，当
日迎来斯诺克好手、英国人马克·戴维斯
的挑战。状态神勇的他，连续 7 盘以炸
清、接清的方式一杆清台，并以保有 8个
赛点的绝对优势9∶1战胜英国人，率先晋
级男子组32强。卫冕冠军付小芳面对小
将姜藤的挑战，整场比赛充满惊险，悬念
在最后一盘才解开，前者以7∶6的比分晋
级女子组16强。另外，乔·佩里、马修·劳
伦森、凯莉·费雪、金佳映、杨绍杰等知名
球星也纷纷战胜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

根据赛程安排，3月 28日的比赛，男

子组及女子组将分别进行重新抽签，比
赛也将进入单败淘汰赛阶段。据悉，单
败淘汰赛阶段，男子组 1/16、1/8 决赛采
用 21 局 11 胜制，1/4、1/2 和三四名决赛
采取25局13胜制，冠亚军决赛采取41局
21胜制（分上下半场进行）；女子组1/8决
赛采用 17局 9胜制，1/4、1/2和三四名决
赛采取21局11胜制，冠亚军决赛采取33
局17胜制（分上下半场进行）。

33月月2727日日，，上届男子组冠军杨帆在比赛中上届男子组冠军杨帆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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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郁鑫鹏 通讯员 吴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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