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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卫
小林）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
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初评日
前揭晓，评委会昨天正式向海南省
民协下发通知，由海南省民协选送
的海南艺术家麻双鸣创作的石雕艺
术作品《野山菊》和吴名驹创作的椰
雕艺术作品《绵延》，分别获得金奖
和银奖，为海南在山花奖民间工艺
美术品评奖方面首开纪录，这是记
者今天从省文联获悉的。

据介绍，来自三亚的麻双鸣

2016年10月斩获国家级玉石雕艺术
大师称号，成为海南第一位国家级艺
术大师。2016年12月，麻双鸣又获
得了首届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称
号，成为海南第一位“双料”国家级艺
术大师。他此次用自己的原创作品
——石雕艺术作品《野山菊》斩获了
金奖；吴名驹来自海口，2009年获得
海南民间艺术大师称号，2013年获
得第一届海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2014年获得椰雕技艺海南省级非遗
传承人称号，他此次也用自己原创的

椰雕艺术作品《绵延》夺得了银奖。
记者了解到，第十三届中国民间

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
初评活动，由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联合主办，参加此次评选的有
24个省市自治区，共500多件作品参
评，可谓汇集了全国 24 个省份的
200多位代表性民间艺术家和民间
工艺传承人，参评艺术作品种类涵
盖了陶瓷、刺绣、蜡染、木雕、牙雕、
玉雕、石雕、剪纸、椰雕、端砚、广彩、
瓶内画、木刻画、手工扎作、红木家

具等50个门类的手工艺原创精品，
堪称蔚为大观。

最终，经过评委会历时十多天的
精评细选，全国共评出了33件金奖。
海南省民协选送了8人参加此次评选，
最终也斩获了一项金奖和一项银奖，填
补了我省在山花奖民间工艺美术作品
获奖历史上的空白。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是经中宣
部批准，由中国文联与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唯一国家级中国
民间文艺最高奖。

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初评揭晓

海南麻双鸣吴名驹分获金银奖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卫
小林）刚斩获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7
项大奖的爱情片《爱乐之城》今天宣
布在中国内地正式定档，将于2月
14日情人节在海南与全国各大院线
同步上映，同时该片导演达米安·沙
泽勒和男主演瑞恩·戈斯林将于1月
24日来华宣传，这是记者今天从我
省院线业内获悉的。

据介绍，《爱乐之城》在今冬这
个颁奖季上已斩获上百个电影奖
项，最出名的当数在金球奖上7提7
中，斩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
佳男女主角等，成为最大赢家。鉴
于该片在世界影坛上收获了众多好
评，我国内地电影公司早就盯上了
它的引进事宜，最终，该片由中国电
影集团公司进口，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

记者了解到，该片导演达米安·

沙泽勒和男主演瑞恩·戈斯林，已确
定将于1月24日来华宣传该片。至
于具体到哪些城市，目前正在紧张
磋商中，不过他们的到来，将是近期
继好莱坞动画片《魔弦传说》导演、

被中国电影界同行称为“美国王思
聪”的莱卡公司CEO特拉维斯·奈
特之后，又一批到中国宣传新片的
好莱坞明星，他们的到来，将为中
国影迷献上一份农历新年的心意。

《爱乐之城》定档情人节

导演达米安演员瑞恩24日来华

《中国瓷器类比图录》出版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袁慧晶）由

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瓷器类比图录》日
前正式发行。这是一部按器型、年代、釉色进行
分类而编制的大型古瓷艺术图书，其编制形式
在我国古瓷图书中是创新之举。

据悉，《中国瓷器类比图录》共收录了3724
件瓷器图片，器型类别计93种，年代跨度为汉代
到民国。记者了解到，古瓷图书通常多针对某
个时期的典型器物进行分析，而这本书让读者
能更清晰地了解中国陶瓷的发展脉络。一幅幅
精美的古陶瓷图，以点带面勾勒出汉代至民国
古陶瓷整个框架，折射出中国文化的辉煌历史。

本报讯 1月12日晚，由美国莱卡
工作室出品的动画片《魔弦传说》在
北京恒业影城举行中国首映式。被
中国电影同行称为“美国王思聪”的
莱卡公司CEO、该片导演特拉维斯·
奈特和影片中国代言人邹市明、冉
莹颖、轩轩、皓皓一家悉数亮相。

12日白天，奈特携带自己创造
的片中男主人公久保玩偶首先参观
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他让久保背着
一把三弦琴，在故宫各处美景前合
影留念。各个关节都可以活动的久
保玩偶，也在自己的“爸爸”、导演

“美国王思聪”的摆弄下，摆出了不
同的姿势、不同的表情，首次与中国
美景完美融合，让观众围观不已。

奈特因父亲是著名运动品牌耐
克负责人而被中国同行称为“美国王
思聪”，他此次特地远渡重洋从美国
来到北京宣传《魔弦传说》，他称赞影
片欢乐与内涵并重，非常值得在寒假

期间的中国影迷合家观看。邹市明
家的萌娃轩轩则在现场扮起片中的
主人公“久保”，他可爱的摸样引发了
现场观众的山呼。 （钟新）

孔子文艺剪纸展台北举行
新华社台北1月13日电 山东省海峡两岸

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主办的“孔子文化艺术剪
纸展”，13日在台北中华艺术馆举行开幕式暨
交流会，吸引不少台湾民众前来参观欣赏。

此次剪纸展主要展出山东剪纸艺术家卢雪
创作的《至圣先师孔子》系列艺术剪纸作品50
余幅。作品重现孔子昔日杏坛讲学、周游列国
等故事，对孔子的一些生平事迹进行了具体描
绘，技法精湛、生动传神。

香港新春国际汇演
将于大年初一上演

据新华社香港1月13日电（记者丁梓懿）
香港旅游发展局13日宣布，其举办的“国泰航
空新春国际汇演之夜”将于1月28日（农历大
年初一）晚间在尖沙咀举行。

今年的新春汇演以“开年、开运、开心”为主
题，花车及表演队伍将在当晚8时由尖沙咀香
港文化中心广场出发，8点半经由广东道，于8
点50分抵达海防道，9点在弥顿道一带出现，
最后以香港喜来登酒店作为终点。

当晚将上演一系列精彩节目，有13支国际
队伍及13支本地队伍参与演出。表演团队来
自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菲律宾等多
个国家，当中不乏多支世界冠军级队伍，人数多
达3000人。届时还将会有花式单车、花式跳
绳、杂技、民族舞蹈、拉丁舞表演等。

来华参加《魔弦传说》中国首映式

美国导演奈特先逛故宫

奈特手拿久保玩偶游北京故宫
《爱乐之城》男主演瑞恩·戈斯林编剧兼导演达米安·沙泽勒

获
金
奖
石
雕
《
野
山
菊
》

麻
双
鸣

作

美国影人争相来华

体育新闻 2017年1月14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黎刚 美编：陈海冰A12 综合

本报定城1月13日电（记者王
黎刚）前NBA球员、曾两次获得扣篮
大赛冠军的贾森·理查德森今天上午
来到定安县岭口镇岭腰小学，为岭腰
小学捐赠了一块NBA标准的篮球
场。他还客串了一把篮球教练，近距
离与岭腰小孩子们互动，一起享受篮
球的乐趣。这是NBA新春感恩季

“关怀行动”首次落地海南。

NBA 关怀行动除了为岭腰小
学建造了一块 NBA 标准的篮球
场，还带来了专业的篮筐和篮球，
让孩子们能充分体验篮球之乐。
此外，这块篮球场还将服务学校周
边社区的群众，向更多青少年以及
偏远地区的民众推广健康和积极
的生活方式。

NBA中国CEO舒德伟说，定安

县岭口镇岭腰小学的这个球场NBA
在中国捐赠的最南端的一块球场。
捐建这个球场是NBA新春感恩季的
一部分，同时这也是我们回馈社会的
机会。篮球运动在中国广受欢迎，
希望以篮球为载体，以体育为切入
点，把篮球资源带到不同的地区。
NBA很重视回馈球迷以及关怀需
要帮助的社区，今天在球场上看到

孩子们的笑容就是激励我们持续开
展NBA新春感恩季“关怀行动”的
一个重要原因。

在活动现场，贾森·理查德森为
孩子们上了一堂精彩的篮球训练
课。他手把手地指导孩子们运球、传
球。他表示，他来过中国5次，这次
为期一周的NBA新春感恩季“关怀
行动”让他记忆深刻。在中国的上

海、南宁和海口3个不同的城市、乡
村见到了很多小朋友，体验了不同的
风俗和文化，也被各地的年轻人对篮
球的热情感染。对他来说，看到孩子
们打球时的热情和笑容，和他们一起
享受篮球运动带来的快乐是一件非
常幸福的事，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
会参加NBA关怀行动的活动。

身高1.98米的前NBA扣篮王理
查德森是个快乐的大男孩，在定安岭
腰小学的篮球场上，他认真地教孩子
们打篮球。岭腰小学的学生们把这个

“黑大汉”当成了邻家的大哥。理查德
森说：“我非常乐意将来能够有机会再
次来到海南，跟这里的孩子们互动，教
他们打篮球，跟他们一起玩耍。”

看到岭腰小学的小学生在他捐赠的
球场上欢快地投篮，理查德森说：“我希望
这个球场能够带给大家快乐，希望孩子们
能够在这个球场上经常打球，享受篮球带
来的快乐，希望他们多使用这个球场。”

中国球员想要立足NBA需要具
备哪些条件，何时中国球员能够再出
现在NBA赛场上？作为刚退役不久
的NBA球员，今年36岁的理查德森
恐怕最有发言权，他曾代表过勇士队、
山猫队和太阳队三支不同的球队和姚
明与易建联在NBA赛场上交过手。
在他眼中，中国的这两名球员都是很
厉害的角色，特别是姚明。他说：“姚
明在NBA的个人能力和影响力非同
凡响，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随着
姚明的退役，易建联的退出，这几年
NBA 赛场上没有了中国球员的身
影。理查德森认为，中国篮球选手很
有天赋，只要努力训练，加深对篮球运

动的理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中国球
员出现在NBA赛场上。

这些年国内打篮球的青少年越来
越多，作为一名国际级球星，理查德森
从专业的角度给中国的篮球青少年提
出了建议。他说，首先小朋友们一定
要发自内心热爱篮球运动，把篮球当
成自己最亲的兄弟。其次，在打球或
者练习的过程中一定要享受篮球，只
有体会到篮球运动的快乐，才会激发
你付出更多的努力。只有这样，你的
技战术水平才能越来越好。

作为NBA的中国“大使”，理查德森
这几年多次来到中国，但这是他第一次
踏上海南岛的土地。他说：“海南是一个
热带省份，让我想到美国的夏威夷。”

NBA的不少球星退役后有人选
择执教，有人进入了俱乐部的管理层，
理查德森的“后球员时代”和他们不一
样。理查德森以后想当个“孩子王”，
眼下他还是想多陪伴家人。他说：“退
役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因为球员时期比较少时间跟家人在一
起。以后我会跟NBA一起更多的加
入到今天这样的工作和活动中，教孩
子们打球类似的工作。”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岭口1月13日电）

理查德森：海南就像夏威夷

北京奥运上服用兴奋剂

中国女举三人
金牌被收回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中国奥委会13
日就2008年奥运会3名中国女子举重运动员
兴奋剂违规成立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北京时间2017年1月13日，国际奥委会在
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信息，确认2008年北京奥运
会样本复检中查出的中国女子举重队曹磊、陈燮
霞、刘春红3名运动员兴奋剂违规成立，作出取消
上述运动员北京奥运会成绩、收回金牌等处罚。

这3名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严重违背体
育道德和奥林匹克精神，中国奥委会对此予以谴
责。中国奥委会尊重国际奥委会做出的决定，并
将会同有关部门对此事件展开深入调查，对于发
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予以严惩。

长期以来，中国奥委会高度重视反兴奋剂
工作，一贯坚持“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
理”的反兴奋剂“三严”方针，对兴奋剂“零容
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同时，广
泛开展反兴奋剂教育参赛资格准入制度，提升
运动员自觉抵制兴奋剂意识和能力。

我们深知反兴奋剂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
长期性。我们的目标和国际奥委会等相关国际组
织是一致的，坚决打击使用兴奋剂的非法行为，保
护干净运动员的权益，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
我们将继续为实现纯洁体育的目标不懈努力。

NBA球星在海南

理查德森给岭腰小学捐建篮球场

1 月 13 日 ，前
NBA扣篮王贾森·理
查德森与定安岭腰小
学的孩子们互动。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出生日期 1981年1月20日

身 高 1.98米

主要奖项 NBA扣篮大赛冠军（2002、2003）
NBA最佳新秀阵容第一阵容（2002）
全明星周末新秀挑战赛MVP（2002）

重要事件 2006年随勇士队创造黑八奇迹

理查德森小档案

陵水国际羽毛球
挑战赛产生4强

本报椰林1月13日电（记者王黎刚）碧桂
园·珊瑚宫殿杯2017年中国（陵水）国际羽毛球挑
战赛四分之一决赛今天收拍。最终，52名选手进
入了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的4强。

中国运动员陈露、周超敏与日本运动员前
田美顺、小叶菜保的对决是今天的焦点之战。
最终，陈露、周超敏技高一筹，分别以3：1战胜
对手，成功晋级。 明天将进行半决赛对决。

中国（陵水）国际羽毛球挑战赛是世界羽联
积分赛中的一站，是继顶级赛、超级赛和黄金大
奖赛后，世界羽联的第四级别赛事，属世界羽联
国际挑战赛系列，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陵水
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陵水黎族自治县文
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北京南北乐康体育文化有
限公司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