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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19时35分，中超联赛
第2轮， 广州恒大将主场迎战
长春亚泰。广州恒大在3月6日
刚刚和济州联进行了一场亚
冠比赛，现在又紧张地备战与
长春亚泰的比赛，加上恒大球
员老龄化严重，对于恒大来说
体能是个问题。

回顾中超联赛首轮上演的
广州德比， 恒大以4∶5输给广州
富力，没能迎来联赛的开门红，
长春亚泰则在客场1∶1战平上
海申花，两支球队均未取得首

场胜利， 这次相遇谁能先取得
联赛首场胜利成为关注焦点。

广州恒大与长春亚泰最
近的10次交手， 广州恒大以7
胜1平2负占优， 进22球失10
球。不得不说从综合实力和以
往战绩来看恒大都要强于长
春亚泰。但是从最近恒大和亚
泰的战绩来看，恒大丢球数很
多，特别是广州德比和亚冠济
州联比赛， 恒大更是丢球达8
粒，恒大的防守不得不说有很
大问题。

本报3月8日讯 今日， 记者获
悉，被评为2017中国田径协会铜牌
赛事、 人文风情特色赛事的洪江黔
阳古城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今年定于
4月1日在洪江市世纪广场举行，这
是该市第二届半程马拉松赛事。据
组委会介绍， 本届赛事将全方位推
介洪江城市形象， 力争把本届“洪
马”办成银牌赛事。

本次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洪
江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洪江市文
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 设半
程马拉松（21.0975公里）、十公里、
迷你马拉松和家庭亲子跑（5公里）
四个项目。 路线将从洪江市黔城镇
世纪广场出发， 途经美丽的相思湖
公园、雄伟的黔城大桥，并沿风景秀
美的沅江两岸一路奔跑至黔阳古城
中正门进入千年古城， 穿越千年古
道，回到东门老街，最终返回到世纪
广场。活动整体规模8000�人，其中
半程马拉松3500人、 十公里1000
人、 迷你马拉松和家庭亲子跑共
3500人。 本次活动预计将有8个国
家和地区10位专业选手参加。

■记者 叶竹

4月畅跑黔阳古城

本报3月8日讯 由中央电视
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的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
国》正在全国热映。近日，电影曝光
了一支“全民点赞”口碑特辑，观众
们纷纷震撼于影片呈现出的强国
风貌，并表示：“自己能够身处这样
一个美好的时代，非常幸运。”

该影片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为主题
核心，用恢弘震撼的场面与细腻温
情的视角绘制出一幅缓缓展开的
幸福民生画卷。“美好生活” 这一
词，可以说是今年两会提及度很高
的词汇，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
是被提到了14次，它既是国家施政
的重点，又关乎每个普通人真实具
体的生活。 ■记者 袁欣

《厉害了，我的国》
全民点赞

本报3月8日讯 今日， 讲述花
样滑冰的俄罗斯电影《花滑女王》
首发预告及中文海报，宣布该片将
于3月30日在国内院线公映。

《花滑女王》 根据俄罗斯前花
滑冠军真实经历改编， 讲述了家境
贫寒、 天赋不足的娜迪亚从花样滑
冰菜鸟到闪亮之星的蜕变之路。这
部电影有颜值逆天的主演阵容和美
丽残酷的花滑运动，兼具热血澎湃与
温情脉脉，是一部“意外惊喜”的励志
爱情片。 影片目前已在俄罗斯上映，
打破了俄罗斯影史首周票房纪录，
票房口碑双丰收。 ■记者 袁欣

《花滑女王》
定档3月30日

本报3月8日讯 今天上
午湖南省传统戏剧传承发展
座谈会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召开。

据悉， 今年我省将积极
探索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管
理办法， 对代表性项目和代
表性传承人实行精准施策、
分类指导和动态管理。同时，
将以传统戏剧当中的经典折
子戏为重点， 实行“以戏带

功、以戏带培、以戏带传”。
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张帆表示，“省文化厅将
从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使
用、 传统戏剧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群的培训、 传统
戏剧代表性传承人的考核机
制等方面探索有利于传统戏
剧传承发展的新路径、 新模
式。”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王骁金龙 胡邦建

我省完善非遗传承人考核机制
戏剧类非遗项目将率先试水

本报3月8日讯 今日，
记者从湖南省文化厅获悉，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定于9月
在株洲和常德举办。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由湖
南省文化厅，株洲市委、市政
府，常德市委、市政府共同主
办，株洲市文体广新局、常德
市文体广新局、 省文化馆等
单位承办， 以“艺术的盛会
人民的节日”为办节宗旨，集
中展示近三年来全省文化艺
术新成果。

据悉， 本届艺术节涵盖
多项活动。其中，专业舞台艺
术领域将集中展演新创大型
舞台剧目约22台、 复排传统

经典剧目约8台、全省新创小
戏3台； 群众文化领域将举
办全省群众文化舞台表演
类展演9台，包括2台舞蹈专
场、4台音乐专场、3台戏剧专
场，还将举办1台颁奖晚会和
5场优秀作品巡演，评选公共
文化服务品牌项目和“三湘
群文之星”；全省美术、书法、
摄影精品展将展出美术、书
法、摄影作品各150件；文化
创意产品成果展将集中展示
文化创意设计、 相关产业融
合的创新成果； 艺术节期间
还将特邀约3台外省优秀剧
目参与展演。

■记者 吴岱霞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9月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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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8日讯 新赛季的
中乙联赛将于月底开幕，今
日， 湖南湘涛俱乐部官宣了8
名新援，其中不乏谭斯、苑维
玮和姜波等前国脚球员。除了
确定新赛季的阵容，记者还获
悉，湘涛队今年的主场比赛有
望重回中南大学体育场进行，
这对于长沙的球迷来说，无疑
是个好消息。

2017赛季结束后，湘涛队
主教练帕特里克辞职，重返欧
洲足坛执教。湘涛队的第一阶
段冬训，由代理主教练李洪武
和教练组一起带领完成。第二
阶段冬训， 曾在八一湘潭、武
汉黄鹤楼、中国女足、江苏舜
天等队担任过主教练的裴恩
才出现在了湘涛队的训练场
上，随后他正式接手，成为新
赛季的球队主教练。

湘涛队于2016赛季提前
五轮降入中乙，此后球队的表
现也不尽如人意。上赛季的中
乙联赛， 湘涛队最终仅取得8
胜4平10负的战绩， 在中乙南

区常规赛阶段仅获得第8名，
决赛阶段都没能闯入，更谈不
上升级重返中甲联赛。 此次，
有过成功冲超经验的裴恩才
接手球队，这对于湘涛队未来
冲甲争夺将是一种利好。

而纵观本次湘涛队的引
援， 三条线上都有球员加入，
应该说阵容得到了全面巩固。
目前，球队正在广东番禺进行
新赛季开始前的最后集训，这
一阶段的训练以战术演练为
主，并会结合几场热身赛磨合
阵容。

此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变
化是，2018赛季中乙联赛扩
军，由去年的24支队伍增加到
了28支， 冲甲名额也有所增
加， 由去年的2个增加为今年
的2.5个。2018赛季中乙联赛将
于3月31日开幕， 预赛阶段南
北区前四名球队进入决赛阶
段比赛；总赛阶段前两名升入
中甲，第三名则与中甲倒数第
三名进行升降级附加赛。

■记者 叶竹

双红会曼联坐镇主场迎战利物浦

“魔力鸟”叫“渣渣”？

湖南湘涛队添8名新援
新赛季有望重回中南大学体育场比赛

本报3月8日讯 三八妇女
节前后是女同胞的购物狂欢，
男同胞也不用着急，这周末有
不容错过的看球大餐。在周五
凌晨的欧冠1/8决赛首回合之
后，除了NBA常规赛事，广州

恒大将于9日晚在中超第2轮
中主场争取新赛季联赛首胜；
而在周六晚，英超将会迎来双
红会，“魔力鸟”领衔的红魔坐
镇老特拉福德球场迎来“渣
叔”带领的利物浦。

本周六晚8点半 (北京时
间)， 英超将会迎来一场焦点
大战，曼联坐镇主场迎战近期
状态火热的利物浦，这也是史
上第200次的双红会。 曼联与
利物浦的交锋从不缺看点，从
霍奇森、达格利什，到罗杰斯
与弗格森的恩恩怨怨，至现在
穆里尼奥与克洛普的相爱相
杀，太多的故事无不诠释着双
红会的火爆， 而且3月10日晚
的这场比赛很可能决定谁将

是本赛季英超亚军，因此火爆
程度更甚。

曼联目前领先利物浦2分，
剩余9轮，形势非常明显，曼
联只需保持不败， 即可暂时
保住英超第二名的座次。但
鉴于之后还有一场做客曼城
的恶战，主场击败利物浦，方
可让联赛次席坐得更安稳，
本场比赛也被视为一场攻防
大战。

■记者 叶竹

双红会攻防大战英超

恒大欲取联赛首胜中超

▲

两位主教练各
自战术烙印较深，魔
力鸟（左二）属于功利
性，而渣叔（左一）属
于无限进攻型， 本次
双红会将是一场真正
的矛盾大战。

▲在去年 10月 ，
2017/18 英 超 第 8 轮
中，利物浦主场0∶0踢平
曼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