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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13日，在巴西圣保罗，效力于
巴黎圣日耳曼队巴西球员内马尔与女友亮相慈善
活动。

内马尔在今年2月在一场法甲比赛中扭伤右
脚踝并接受手术治疗。

当地时间4月12日，内马尔接受了术后首次
体检，之后他到巴西环球电视台录制节目，在节
目中他说：“还有一个月，或者一个月多一点。
我的进展不错，恢复得很好。”

巴西主教练蒂特表示内马尔到俄罗斯世界杯
时将可以代表巴西国家队参赛。

□ 白瀛 张漫子

2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 中国电影
年度票房不断攀升；《湄公河行动》《战狼 2》
《红海行动》——— 主旋律电影不断创造商业奇
迹；北京国际电影节成为中外电影界重要的交
流平台……2012年以来，电影成为我国文化艺
术领域和文化产业的重要亮点，中国已成为全
球电影市场发展主引擎。

多类型创作格局不断完善

2012年以来，电影创作始终围绕党和国家中
心工作。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百团大战》、纪
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勇士》、彰显中国执法力量
维护正义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迎接十
九大的《十八洞村》《空天猎》等影片，激发了观
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2012年以来，中国电影人不断巩固和完善多
类型的创作生产格局，拍摄出一批深受观众欢迎
的作品。

中小成本喜剧片《人再囧途之泰囧》首次
将单部国产片票房推至 1 0亿元以上，战争片
《战狼2》强势领跑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慰安
妇”题材的《二十二》成为首部票房过亿的国
产传统纪录片。

《捉妖记》运用数码特效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与流行趣味相嫁接，《滚蛋吧！肿瘤君》将传统
现实主义理念与新型电影语言相结合；《芳华》通
过大时代下普通人物的命运展现了人性关怀；《夏
洛特烦恼》让喜剧融入了现实思考和平民情感。

《百鸟朝凤》《七十七天》等艺术类电影丰富
了观众的观影选择；《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
海棠》等为中国动画电影的创新发展开拓了路
径；《我们诞生在中国》《爸爸去哪儿》等拓展了
纪录片的形态和市场认知度。

超日赶美步伐加大

2017年末的中国电影市场，就像一部精彩电
影，不到最后一刻结局始终扑朔迷离，12月30

日，《寻梦环游记》挤掉《极限特工：终极回
归》成为年度票房第十；12月31日，《芳华》以
11 . 87亿元不但跻身年度票房前十榜单，更超越
《加勒比海盗5：死无对证》位列第八，再次挤
下《寻梦环游记》。

波谲云诡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电影市场的
活力。2012年以来，我国电影年度票房高速上
升，2017年全国总票房为559 . 11亿元，比2012年
增长227%。

自2012年开始，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大电影市场，同时与美国市场的差距逐步
缩小，而与日本的距离不断拉大，成为全球电
影市场发展的主引擎。据美国电影协会统计，
2012年我国市场为美国的25％，是第三大市场
（日本）的 1 . 1 2 5倍， 2 0 1 6年则达到美国的
70％，是日本的3 . 3倍。

官方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
大电影市场。

与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相伴随的是电影基础设
施建设的突飞猛进。截至2017年底我国银幕总数
已达到50776块，是2012年的3 . 87倍，已超越美国
成为银幕拥有数最多的国家。

北影节成中外交流重要平台

2012年以来，中外电影合作从探索阶段逐步
走向成熟。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同20个国家签
署了电影合拍协议，尤其是中国电影界与美国好
莱坞六大公司先后建立了密切、畅通的合作渠
道。金砖国家电影节等活动顺利举办，为推动中
外人文交流积累了重要经验。

作为中外电影界重要的交流平台，北京国际
电影节自创办以来，在嘉宾星光度、参赛参展影
片质量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持续提升。

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自2013年设立以来，
9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200部影片报名参评，近
40位世界著名导演和电影大师担任评委；每届电
影节开闭幕式约有400余位电影明星、国际电影节
主席、国际电影机构代表和影业集团高层等中外
嘉宾踏上红毯。

2012年以来，电影节精选了2000余部中外佳
作，组织了约5000场次展映和活动；百余位中外
知名电影人士在“北京策划·主题论坛”发声，聚
焦电影业界前沿问题，引领当年电影产业发展方
向；电影市场签约金额已累计达749 . 53亿元，签
约项目覆盖全产业链。

北京国际电影节正焕发出蓬勃魅力，吸引着
全球电影人。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 王 建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5日讯 今天上午，首届济西

湿地半程马拉松赛举行媒体通报会，介绍赛事筹
备组织情况。本次比赛将于4月22日在济西湿地
公园内鸣枪开跑，是首次在济南百里黄河风景区
开展的大型半程马拉松赛。

此次赛事由槐荫区体育局、济南日报报业
集团和济南城建集团联合主办，济南蓝石田源
置业有限公司协办，设置了半程马拉松和5公里
迷你马拉松。凡报名参赛者，均可免费游览济
西湿地公园。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4日电 2017-2018赛
季美职篮（NBA）14日开启季后赛大幕，卫冕
冠军金州勇士在季后赛首战中以113：92轻取老
牌劲旅圣安东尼奥马刺，新奥尔良鹈鹕97：95
险胜波特兰开拓者。

西部第二勇士与西部第七马刺的比赛成为
本赛季季后赛的揭幕战，两队本场均有一名大
将缺席，库里与伦纳德各自作壁上观。不过，
勇士阵容明显更为深厚，麦基与杜兰特内外结
合让卫冕冠军以28：17结束首节。汤普森和格
林此后也在攻防两端为马刺制造麻烦，随着比
分优势的扩大，比赛逐渐进入垃圾时间，勇士
113：92先拔头筹。

马刺老帅波波维奇说，他的球队看上去
“像是惊慌的小鹿”。

本场“佛祖”汤普森手感火热，13投11中
27分入账，杜兰特24分8个篮板7次助攻，格林

12分11助攻8篮板贡献“准三双”。盖伊15分马
刺全队最高，阿尔德里奇仅有14分。

排名西部第六的鹈鹕掀翻排名第三的开拓
者，这也是当日唯一一场“以下克上”的比
赛。半场过后鹈鹕就已经建立9分的领先优
势，三节过后更是扩大至两位数，但末节开拓
者如梦初醒一波7：2的攻击波直接打停鹈鹕，
暂停后麦克勒姆连续命中三分将分差缩小到1
分，但鹈鹕队霍勒迪接连贡献关键防守帮助球
队97：95客场带走胜利。

浓眉哥戴维斯本场砍下35分14个篮板4次
封盖，霍勒迪21分7个篮板2次封盖，开拓者
利拉德18分7助攻7篮板，麦克勒姆19分，开
拓者全队17次助攻，与鹈鹕队隆多个人助攻
数持平。

东部第一多伦多猛龙主场迎战第八名华盛
顿奇才，后者一度打出“黑八”水准，在比赛

大多数时间场面占优，但猛龙抓住奇才后劲不
足的缺点末节一波8：0以114：106结束比赛。

猛龙本场6人得分上双，获胜功臣伊巴卡
23分12个篮板，奇才5人得分上双稍稍逊色，
沃尔23分15次助攻，莫里斯22分11个篮板。

凭借这场胜利，猛龙队终于打破了一个魔
咒，那就是他们在过去连续10个季后赛系列赛
的首场比赛均没有获得胜利，其中还包括6次
在主场进行的比赛，上次他们赢得季后赛系列
赛首场比赛的胜利还要追溯到遥远的2001年。

东部第三费城76人当日主场130：103扑灭
排名第六的迈阿密热火，后者上半场反客为主
60：56领先，但下半时76人一波20：2迅速夺回领
先优势并迎来季后赛开门红。

本场西蒙斯打出17分9篮板14助攻的准三
双并有2抢断，JJ·雷迪克28分，热火队奥利尼
克26分全队最高，德拉季奇15分5篮板4助攻。

首届济西湿地半程马拉松赛
22日开跑

□新华社/欧新

内马尔携女友亮相慈善活动

NBA季后赛大幕开启

勇士轻取马刺 鹈鹕险胜开拓者

中国成全球电影市场发展主引擎

□新华社发
4月15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图为电影《超

时空同居》主演佟丽娅亮相开幕红毯。

□ 新华社/路透
北京时间4月15日，鹈鹕队球员安东尼·戴维

斯（右）在比赛中庆祝得分。当日，在2017-
2018赛季NBA季后赛首轮比赛中，鹈鹕队客场以
97：95战胜开拓者队。

4月15日，在2017-2018赛季CBA总决赛第一
场比赛中，辽宁本钢队客场以120：108战胜浙江
广厦队。图为辽宁本钢队球员郭艾伦在比赛中庆
祝三分球。

总决赛第二场比赛将于4月17日晚继续在浙
江广厦主场进行。

□新华社发

CBA总决赛：辽宁首战告捷

4月15日，在2018赛季中超联赛第六轮比赛
中，重庆斯威主场以3：3战平北京国安；长春亚
泰主场以3：0战胜河南建业。图为重庆斯威队球
员唐佳庶（上）在比赛中争顶头球。

□新华社发

中超：斯威平国安 亚泰胜建业

□ 本报记者 于晓波

“今天，我们下发了《关于加强学校体育
反兴奋剂工作的通知》(鲁教体字〔2018〕5
号)。由省级教育、体育两部门联合发文、齐
抓共管学校体育反兴奋剂工作，在全国还是首
次。”4月12日上午，在全省青少年体育工作
暨学校体育工作会议讨论的间隙，省体育局副
局长隋拥军对记者说。

由教体部门联手合作，探索学校体育反兴
奋剂工作的路径，是我省体教融合发展的又一
重要体现。我省全运“三连冠”，青少年体育
工作功不可没。省体育局局长李政说。

从“走在前列”，到主动对标“全面求
强”。我省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工作为全国
贡献了山东经验。

定位：“全面求强”

“少年强中国强，体育强中国强。” 近
年来，我省的学校体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不
能回避的是，中小学生近视率仍处高位，肥胖
率不断升高，学生体质健康状况随年龄增长呈
下降趋势。

目前，全省中小学生平均视力不良检出率
为41 . 1%，男女生超重率、肥胖率均超过10%。
省卫生与计生委体检中心提供的数据是，全省
青少年肥胖率 2 0 1 5年为 1 2 . 8 %， 2 0 1 6年为
13 . 1%，2017年为14 . 2%。

省教育厅体艺卫处处长孙乐为表示，面对
新时代、新要求，要重新思考学校体育工作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深刻认识做好学校体育工作的重大意
义。

隋拥军说，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体

育强国、体育强省建设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
加强和改革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重大意义。我们
通过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把全省青少年
体育工作从“走在前列”主动对标“全面求
强”的目标定位，一个目的，就是不断提升我
省青少年体育的发展水平。

孙乐为说，一个浅显的道理：学校体育工
作薄弱，体育事业发展就失去了最广泛的群众
基础，就无法为高水平运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
优秀体育人才。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高学校体
育工作质量，特别是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教
学和运动项目业余训练的质量，为每一个孩子
培养受用终身的运动技能和健身习惯，也为竞
技体育发展培育后备人才。

路径：体教融合

随着无线网络的快速覆盖和手机的普及，
中小学生对网络、手机游戏的迷恋日趋严重。

体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仍然是一个薄
弱环节。具体的表现就是，一是科学的教育理
念尚未牢固确立，对体育在育人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存在模糊认识。一些地方和学校重应试轻
素养、重少数轻全体、重比赛轻普及，应付、
挤占、停上体育课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
在。二是体育资源配置不达标，师资队伍仍然
缺额较大。三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体育工作
开展很不平衡，缺乏统筹整合的协同推进机
制。

直接的结果就是，青少年超重率、肥胖率
不断上升，近视率居高不下，成为严重的社会
问题，群众意见很大。

开足开齐开好体育课程，培养学生健康体
魄，塑造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刻
不容缓。隋拥军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转变思想

观念，做好顶层设计。
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用新

的发展理念去解决青少年体育工作面临的新问
题，唯一正确路径就是“体教融合”。

方法：搭建平台

自觉提高站位，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我
们的工作。隋拥军认为，要通过部门融合，构
建完备的青少年体育工作运行机制。我们不能
再关起门来办青少年体育，要从顶层设计上，
把青少年体育打造成一个开放的平台，让更多
的青少年有机会享受体育快乐、实现体育梦
想。

竞赛是检验训练的平台，是调动训练的杠
杆。针对多年来竞赛形式单一等问题，打造多
个平台、运用多个杠杆，敞开大门办赛，建立
青少年参与机会均等的大平台。

青少年比赛要面向全体适龄人群，敞开大
门办赛，所有青少年只要具备参赛水平，都有
同等的参赛机会。我们先从个别项目展开试
点，成熟以后，将全面推开。

隋拥军说，我们为市级体校加挂普通学校
的牌子，就是体育、教育融合发展，对体校建
设进行的顶层设计。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快从
体育向“体育+”转变，积极推进与共青团、
妇联、卫计委、财政等多部门的融合，搭建更
加广阔的平台，敞开大门让更多的部门、更多
的社会组织、更多的人群参与到青少年体育工
作中来。

省体育局青少处调研员王辉认为，要追踪世
界体育发展的动态和趋势，用国际化的视野去审
视、指导工作，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举措：一体推进

经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两家研究决定，市
级体校将加挂普通中学的牌子，文件正在会签
中；在县级，要确保“十三五”期间实现“县
县有体校”的任务目标，并形成成熟的办学模
式。

推进同教育等多部门融合，让更多的青少
年参与体育活动，学习运动技能，增进身体健
康，提高竞技水平，为推进体育强省建设作出
“青少年体育”贡献。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将我省列为青少
年竞赛改革试点区，开展“一小时交通竞赛
圈”试点工作，目的是通过竞赛形式改革，增
加青少年参赛机会，提高竞赛效益。

省教育厅体艺卫处副处长赵复兴说，从
2011年开始，省教育厅、省体育局在全国率先
开展“七大联赛”。省、市、县三级青少年体
育竞赛已经初步实现上下衔接、自成体系，构
建起青少年体育竞赛逐级选拔的参赛机制，逐
步开始与国家体育总局各项目青少年U系列、
青运会等赛事对接。

竞赛杠杆，为各项目源源不断地输送高水
平后备人才，为我省竞技体育长期保持优势奠
定坚实基础，推进了我省优秀运动队梯队的建
设。

省体育局科宣处处长栾凤岩说，从今年开
始，省体育局全面启动优秀运动队进校园活
动。他说，优秀运动员是青少年心目中的偶
像，能够带动更多的青少年热爱、参与体育运
动。

隋拥军说，目前，我省青少年体育训练开
始由体育部门一家办向发动全社会力量一起办
来转变，形成以国家级基地为重点、以市县体
校为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山东青少年体
育训练新格局。

□通讯员 宋莹 报道
本报讯 4月13日凌晨，在2018女足亚洲杯小

组赛A组最后一轮争夺中，中国队以8比1战胜东道
主约旦队，来自我省的前锋李影在比赛中梅开二
度，帮助中国队三连胜获得小组第一。

徐殿平任省柔道队总教练

□通讯员 贵敏 尚亚 报道
本报讯 日前，省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聘请徐

殿平出任省柔道队总教练。

600棋手博弈省“棋王赛”

□通讯员 薄文国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省第十八届围棋棋王赛暨山东

省围棋个人锦标赛在东营开赛，全省17市近600人
参赛，创历届之最。

省体彩冠名现代五项锦标赛

□通讯员 华品 赵智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省第24届运动会现代五项预赛

暨2018年山东省“中国体育彩票杯”现代五项锦标
赛在淄博市举行。共有7个代表队的63名运动员参
加了本次比赛。

李影助中国女足亚洲杯小组第一让更多的青少年享受体育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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