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12日
省琼剧院一团 文昌会文镇

边海村《汉文皇后》
省琼剧院二团 文昌龙马镇

《双教子》

4月 13日
省琼剧院一团 澄迈金江镇

京岭发长坡村《汉文皇后》

4月 14日
省琼剧院一团 海口甲子镇

《汉文皇后》

4月 15日
省琼剧院一团 琼海长坡镇

良玖村《汉文皇后》
省琼剧院二团 澄迈瑞溪镇

南云村《百年合好》
屯昌为民琼剧团 屯昌南坤

镇石岭村《龙凤情缘》
儋州市歌舞团 儋州雅星镇

飞巴村 文化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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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4月10日电（记者林
诗婷）4月9日，“建设精品城市·打
造幸福三亚”——“墨韵山水”名家
绘天涯笔会暨首届天涯海角杯书法
大赛作品展，在三亚市天涯海角游
览区举行，百余件从全国2200余名
书法爱好者提交作品中筛选而出的
精品亮相，同时，30余位全国各地的

书画名家现场挥毫，为三亚市民和
游客带来了丰盛的文化大餐。

笔会现场，30余位全国各地的
书画名家来到天涯海角景区，饱览美
景风光，并现场挥毫泼墨，勾勒出极
具神韵的鹿城山水，尽展中国传统文
化艺术魅力。此外，活动中还展出了
首届“天涯海角杯”书法大赛作品。

据悉，本次展出的百余幅书法
作品，均来自去年举行的首届“天
涯海角杯”书法大赛，来自全国二
十余个省市的2200余名书法爱好
者，提交了近5000件参赛作品，这
次展出的都是从中精选而出的作
品，以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全面展
示鹿城神韵，为三亚旅游产业发展

注入了文化与人文内涵。
同时，展览当天还举行了“海南

书画艺术网天涯海角创作基地”“天
涯书画苑”揭牌仪式，助推三亚文化
品质再上新台阶。

本次活动由三亚市委宣传部指
导，海南书画艺术网和天涯海角游
览区共同举办。

68场文艺演出
4月海南上演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 （记
者尤梦瑜 实习生林敏）记者今天
从省文体厅了解到，整个4月份，
将有68场由各级文艺院团及部
分商业演出团体呈现的文艺演出
在全省各地上演。

这68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其中既包括琼剧等传统戏
曲的惠民演出，也包括由国外艺
术院团带来的精彩歌舞演出，如
省琼剧院一团、二团等将为文昌、
万宁等市县的戏迷送去《汉文皇
后》《双教子》等惠民演出；大型现
代民族舞剧《甘工鸟》在完成了保
亭试演后，将于4月12日登上省
歌舞剧院舞台进行正式首演；白
俄罗斯国家歌舞团将于4月23
日在省歌舞剧院为海南观众献上
其中国巡演海南站的演出。

本报万城4月10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卓琳植 蔡青茹）4月8
日到10日，国内30名艺术家齐聚万
宁，参加“诗画海岸——中国艺术名家
走进万宁”活动，在此感受美景，交流
艺术，碰撞思想火花，留下优秀作品。

为进一步提升地域文化影响

力，促进万宁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
展，万宁市委宣传部、海南省当代书
画艺术协会、海南省诗歌学会共同
主办了这次“诗画海岸——中国艺
术名家走进万宁”活动。

活动邀请了叶延滨、梁鑫华、祁
人、陆健、北塔等全国艺术名家和本

地艺术家共30人参加。在4天时间
里，艺术家们攀登了万宁名胜海南第
一山东山岭，品读历朝文人墨客摩崖
石刻，漫步佛香古寺，感受“仙山佛
国”的古韵；在日月湾海边体验拉网
捕鱼，观日落美景，吟诗诵读；在石梅
湾观赏游艇码头和九里书屋，感受生

态型热带滨海旅游度假区动人心魄
的美。另外，艺术家们还参观了兴隆
侨乡国家森林博物馆和金陵博物馆，
漫步兴隆热带花园；在东澳老爷海感
受渔家风情，感受纯天然的美景。采
风活动结束后，将举办作品分享会和
书画家现场创作会。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卫
小林 通讯员雷志）第九届海南书香
节名家海南行活动今天走进五指山
市，本次活动邀请到的名家是《中国汉
字听写大会》文化嘉宾、央视《百家讲
坛》解码汉字系列主讲人张一清教授，
这是记者今晚从海南凤凰新华出版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获悉的。

据介绍，张一清教授走进五指山

市后，今天下午先为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附属中学师生开讲，今天晚上又为
农垦实验中学的同学们演讲。他以
《花开有韵·草木含情——感受汉字
之美》为主题的讲座，吸引了两校近
4000名师生倾听，让远离首都北京的
五指山市师生们，真切地体验了一把

“现场版《百家讲坛》”的美好享受。
据了解，此次参加第九届海南

书香节名家海南行活动，是张一清
教授第二次来琼，他用自己多年研
究的心得，为我省五指山市两所中
学的师生们普及了汉字之美，解读
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借以
助推海南省全民阅读。

张一清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
文系，现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教
学与测试，20多年来，张一清教授一
直致力于中国汉字和传统文化的研
究与推广，著有《藏在身体里的汉
字》《十二个汉字品历史》《身边汉
字·花草字传》等著作。

此次活动由海南凤凰新华出版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友谊出版
社共同举办。

2017年第十六届精功（国际）模特大赛

海南赛区海选落幕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选手参赛

据新华社电（记者高山）美国电影艺术与
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影艺学院）7日宣布，对奥
斯卡奖部分评奖规则修改调整，此举将对纪录
片、动画片、最佳影片等奖项的评选产生影响。

影艺学院对纪录长片的规则进行重大修
改，多集纪录片将不能再参加纪录长片评选。
如果照此规则，今年2月刚夺得第89届奥斯卡
最佳纪录长片奖的《辛普森：美国制造》将无缘
入选提名。

总时长达7.5小时的纪录片《辛普森：美国
制造》是奥斯卡奖有史以来时长最长的提名影
片。该片在2016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初次亮
相，然后比照参评奥斯卡奖纪录片的相关规定
在纽约和洛杉矶的部分影院上映，随后马上就
在美国广播公司以及娱乐和体育电视台按照5
集的系列剧播出。

《辛普森：美国制造》参评和夺取奥斯卡奖
引起美国电影界争议。支持者认为该片水准
高，反映了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司法制度的现
实；批评人士则认为这只是一部披着电影外衣
的电视系列剧而已，混淆了奥斯卡奖与电视界
艾美奖的界限，会导致未来更多的电视系列剧
利用规则漏洞，来争夺本属于电影界的奥斯卡
奖，长久以往将侵蚀电影界的优势。

动画长片方面，新规扩大了提名投票范围。
该类别的提名将首次向所有愿意加入提名委员
会的学院成员开放，而不再局限于专业领域的分
支委员会成员和经过挑选的专业领域人士。

美国电影界及媒体人士认为，新规将有助
于提高动画片质量，但也将更有利于少数好莱
坞大公司出品的动画片获奖，因为这些公司的
影片相对于小公司的作品，其发行范围更广、观
众更多、宣传也更强势。

在最佳影片评选方面，影艺学院同意两人
的合作团队可作为“单个制片人”参评。在最佳
电影配乐方面，新规将允许3名或者3名以上

“有相同贡献”的作曲者以一个整体参评。
此外，影艺学院这次明确规定，禁止学院成

员接受除电影展映外任何可能影响提名和投票
的吃喝邀请，从而“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电影
本身”。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
出现大乌龙——后台把颁奖信封弄错导致错颁
最佳影片奖，负责评选计票的普华永道会计师
事务所宣布将在颁奖典礼上增派一名会计师。

影艺学院日前宣布，第90届奥斯卡奖颁奖
典礼将在明年3月4日举行。

奥斯卡评奖规则再调整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第24届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8日在京开幕。《乘
风破浪》《我不是潘金莲》等34部国产
影片将争夺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
佳编剧、最佳男女演员、最佳处女作、
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导演、最受大学生
欢迎的男女演员等奖项。

本届电影节入围影片还有：《路边
野餐》《八月》《长江图》《清水里的刀
子》《德兰》《白牦牛》《追凶者也》《黑处

有什么》《夜色撩人》《寒战2》《你好，
疯子！》《火锅英雄》《少年》《七月与安
生》《谁的青春不迷茫》《上海王》《二十
八岁未成年》《西游伏妖篇》《有完没
完》《铁道飞虎》《幸运是我》《一句顶一
万句》《大唐玄奘》《七儿娘》《中国推销
员》《血狼犬》《美丽无比》《老阿姨》《逆
境王牌》《黑蝴蝶》。

这些影片将由电影学者和大学生
评委组成的评委会共同评选，各奖项

将于5月7日在京举行的闭幕式暨颁
奖典礼上揭晓。

开幕片放映了陈可辛、许月珍监
制的《喜欢你》，组委会评选的“中国军
事题材电影十佳”同时揭晓，包括《集
结号》《南征北战》《红色娘子军》《一个
和八个》《高山下的花环》《冰山上的来
客》《柳堡的故事》《血战台儿庄》《小兵
张嘎》《小花》《归心似箭》，由于2部影
片票数相等，因此评选出11部影片。

“墨韵山水”名家绘天涯笔会开幕
全国百余件书法作品亮相

参加“诗画海岸——中国艺术名家走进万宁”活动

30名艺术家齐聚万宁颂美景

第九届海南书香节名家海南行

张一清教授走进五指山

第24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幕
34部国产片角逐各奖项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卫
小林）经过海口桂林洋大学城站、海
南大学站和三亚站三站比赛的激烈
角逐，源自海南本土的时尚大赛——
2017年第十六届精功（国际）模特大
赛海南赛区海选昨天在三亚落幕。
从这三站胜出的选手，将参加4月29
日在海口举行的海南赛区晋级赛，这
是记者今天从大赛组委会获悉的。

据介绍，海口桂林洋大学城站海
选于3月31日进行，作为本届海南赛
区海选的首场比赛，尤其是作为海南

本土举办的时尚大赛，精功（国际）模
特大赛近年来人气高涨，吸引了来自
大学城里不同高校的数百名选手报
名参赛。组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选
手中不乏外籍留学生参与，一位来自
哈萨克斯坦的16岁小姑娘和一名来
自俄罗斯的小伙子，也积极参与到海
选比赛中，证明精功（国际）模特大赛
号召力越来越强。

海南大学站的海选于4月8日
举行。当天下午2时，海南大学及社
会选区海选在海大拉开帷幕，除了

海大学生选手外，还有选手竟然专
程从厦门、广州、长春等城市飞抵海
口参加海大站海选，让主办方惊讶
海南本土这个时尚大赛影响力之
大。海选中，一位俄罗斯留学生小
伙再次报名参赛，他说是为了圆上
届全国总决赛的“遗憾”；还有位为
了冠军梦而报名的选手，希望今年
不再当“季军专业户”。

三亚站的海选于4月9日在三
亚开赛，由于当天三亚站海选时正
值海南入夏以来首场高温，选手们

冒着烈日与酷暑挑战，选手中
不乏大学生选手，尤其是爱唱歌
的彝族姑娘，为了梦想的快递小
哥，以及唱腔华丽的俄罗斯女郎，更
为三亚站的海选带来了惊喜。

大赛组委会负责人表示，随着三
大站海选工作的结束，本届精功（国
际）模特大赛海南赛区海选，汇聚了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
选手参赛。4月29日，海南赛区晋级
赛将在海口日月广场进行，届时，将
选出晋级海南赛区决赛的选手。

吴天明电影回顾展启动
将全国巡映

据新华社电（记者苏万明）已故著名电影
导演吴天明执导的工业题材影片《首席执行
官》，8日在青岛首次以数字版形式重登银幕，由
此拉开“吴天明和他的中国电影”回顾展帷幕。

吴天明长于讲述中国当代故事、展示民族
强韧精神，其执导的《人生》《老井》等影片曾产
生过很大社会影响，先后荣获中国电影百花奖
最佳故事片、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及东京国际电
影节故事片大奖等重要奖项。其于2012年完
成的影片《百鸟朝凤》获第22届金鸡百花电影
节评委会特别奖，成为导演生涯最后绝唱。

回顾展将于4月20日至5月8日在全国展
开。届时，观众可以通过《没有航标的河流》《人
生》《老井》《变脸》《非常爱情》《首席执行官》《百
鸟朝凤》7部吴天明拍于不同时期的电影作品，
了解这位当代著名电影导演的创作历程。

英国奥利弗戏剧奖揭晓
“哈利·波特”独揽9项大奖

据新华社伦敦4月9日电（记者梁希之）
英国戏剧及音乐剧最高奖劳伦斯·奥利弗奖9
日在伦敦皇家艾伯特大厅揭晓，由英国名作家
J.K.罗琳创作的舞台剧《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
孩子》创纪录地独揽9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

约翰·蒂法尼执导的《哈利·波特与被诅咒
的孩子》此前共获11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史上
获提名最多作品，本次拿下包括最佳新戏、最佳
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在内
的9项大奖，创下该奖诞生以来的最高纪录。

《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分为上、下两
部，聚焦于即将迈入中年的哈利·波特在英国魔
法社会的挣扎与人生历程，描述了他与次子阿
不思·西弗勒斯·波特发生的一连串故事。

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前7本书不同，这
部被称为“哈利·波特第八本故事”的舞台剧剧
本不是由罗琳独自完成，而是由她与剧作家杰
克·索恩、导演约翰·蒂法尼共同创作，于2016
年7月在伦敦西区正式公演。该剧此前已获得
伦敦《标准晚报》戏剧奖等多个奖项。

获得最佳导演的蒂法尼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指出，“哈利·波特现象”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生
命。他将这部剧的成功归功于罗琳的创作，认
为罗琳激励所有演员全身心地投入演出。

改编自1993年同名美国电影的音乐剧《土
拨鼠日》获得最佳新音乐剧奖，其主演安迪·卡
尔获得音乐剧类别最佳男主角奖，《追梦女郎》
获得音乐剧类别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奖，
《万世巨星》获得最佳复排音乐剧奖。

此外，《永援圣母团》获得最佳新喜剧奖；歌
剧《阿肯那顿）》获得最佳新歌剧制作奖；组委会
授予演员兼导演肯尼思·布拉纳特别奖，以表彰
他对英国戏剧作出的杰出贡献。

《
喜
欢
你
》
主
创
人
员
在
开
幕
式
上
与
观
众
见
面
。

新
华
社
发

近日主要演出

参加海选的中国彝族女孩参加海选的中国男选手 参加海选的俄罗斯女孩

参加海选的
哈萨克斯坦女孩

美好新海南·文化添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