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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许
春媚）为了更全方位地、系统地、客观
地介绍文昌，经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
和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下文简称省

“两宋”研究会）牵头，《千年古邑——
文昌》一书的编撰工作近期正式启
动。记者今天从编委会组织召开的
讨论会上获悉，省内外研究文昌历史
人文的相关专家学者和相关学会将

受邀供稿。
省“两宋”研究会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文昌，
近年来越来越受社会各界关注，其中
除了历史文化悠久这一主要因素外，
文昌航天城建设和经济社会良好发
展，更成了中外人士瞩目的焦点。在
此大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于深挖文昌
本土文化的热情很高，不少有关文昌

历史文化的书籍也相继出版发行。
但总的来看，这些书籍都是从不同的
方面介绍文昌，尚缺乏一部全方位、
系统化、客观公正且有深度的介绍文
昌的书籍。因此，编写一部全面介绍
文昌，主要面向文昌人、文昌籍海外
乡亲、到文昌投资和旅游人士的书
籍，就显得很有必要。在热心宣传文
昌历史文化人士的协助下，省“两宋”

研究会决定牵头编撰《千年古邑——
文昌》一书，由符兴、林明江担任编委
会主任，符鸿合担任主编，争取编写
成一本可读、可研、可藏的有一定权
威性的读物。

据介绍，《千年古邑——文昌》一
书将分为“地域优特历史厚重”、“崇
教尚学世代传承”、“民风习俗蕴厚文
化”、“著名侨乡殷殷侨情”、“变革大

潮人物群涌”、“人文名迹旅游资源”、
“古邑新姿锦绣前程”七大部分。全
书除了兼有地方史志、百科全书的部
分功能外，写作上也将突出人文色
彩，顺着历史发展轨迹，将写事与写
人融在一起，对文昌的地域历史、社
会现象进行深刻分析，让读者认识到
文昌的历史文化和文昌人的精神特
质，感受到文昌的人文魅力。

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和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牵头

《千年古邑——文昌》启动编撰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卫
小林）又到周五上映新片之时，记者
今天从我省几大院线获悉，5月12日
这个周五，海南各大院线将上映《亚
瑟王：斗兽争霸》《超凡战队》《毒。
诫》《麻烦家族》《提着心吊着胆》5部
中外新片。

据介绍，《亚瑟王：斗兽争霸》是
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动作
电影，由麦当娜前夫、英国著名导演
盖·里奇执导，英国明星查理·汉纳
姆扮演亚瑟王，另有裘德·洛、艾瑞
克·巴纳等众多影星联合主演，甚至
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也在片中露
脸，明星阵容非常庞大。关键亮点
还在于，该片是中国和北美地区同
步上映，说明片方对此片寄寓厚
望。该片虽然改编自亚瑟王圣剑的
传说，讲述亚瑟推翻暴君伏提庚并
最终夺得王位的故事，但剧情颠覆
传统，探索了亚瑟从市井凡人到征
服王位期间的心路历程。

《超凡战队》是由美国狮门影业
和中国电广传媒影业（香港）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的科幻动作片，根据上
世纪90年代日本拍摄的《恐龙战队
兽连者》改编，讲述一群穿着特殊盔
甲并且拥有超能力的高中生，为了
拯救世界联合起来作战的故事。该

片已于3月24日在北美上映，我国
上映时间比北美晚了一个多月。

《毒。诫》是一部国产动作电
影，由香港著名导演刘国昌执导，该
片云集了刘青云、古天乐、江一燕、
张晋等明星演出，内容根据“慈云山
十三太保”之首陈慎芝的真实故事
改编，讲述了江湖大佬改邪归正的

艰难历程，道出了人生最难的两件
事情——堕落和觉醒。

《麻烦家族》是著名影视演员黄
磊根据日本喜剧大师山田洋次编导
的电影《家族之苦》改编的一部喜剧
片，他把片中故事进行了中国化移
植，讲述了一个普通大家庭温馨而搞
笑的一系列喜剧故事。该片“动作麻

利”，已于今天提前抢档上映。
《提着心吊着胆》也是一部喜剧

动作电影，不过它跳脱出了传统的线
性叙事模式，不再按照时间顺序推进
剧情，而是用环环相扣的推理片的叙
事方式，讲述了东北某地几对小人物
阴差阳错地卷入一宗涉及抢劫与人
命案的故事。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影视作品合作会越来越多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者施雨岑）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11日下午在国务
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影视作品在
促进民心相通、深化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势，未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影视作品
上的合作会越来越多。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已与15个国家签署
了电影合拍协议，与新西兰、英国签署了电视合拍
协议。近年来，中外媒体机构合作创作了一批丝
路题材的影视精品力作，如中印合拍电影《功夫瑜
伽》、中捷合拍动画片《熊猫与小鼹鼠》、中俄合拍
电视剧《晴朗的天空》和中英合拍纪录片《孔子》
等，受到了观众欢迎。

“我们要加强影视剧的译制播出工作，用对象
国观众熟悉的语言，以及用对象国喜爱的演员来
完成中国影视作品的配音。”童刚说。他表示，将
来也会用适当的方式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作品译成汉语播出，这样对促进民心相通有很直
接的效果。

据他介绍，《媳妇的美好时代》用斯瓦西里语
译制后在坦桑尼亚播出，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此外，童刚还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影视界人
士对于推进文化交流、缩小文化差异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歌手、马来西亚的
歌手也参与了中国的综艺节目，在这些节目中逐
渐为中国观众所了解，将来中国一些节目也会走
出去，在沿线国家发挥更多的作用。”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卫
小林）原定今天全国上映的青春爱情
电影《六人晚餐》，日前宣布改档到6
月16日上映，海南各大院线同步公
映，这是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六人晚餐》根据鲁迅文
学奖得主鲁敏的同名小说改编，由窦
骁、张钧甯、邬君梅、吴刚四人领衔主
演，赵立新、尹馨梓、姜尘、俞灏明、崔
文璐、陈欢、胡晴云等联合演出，原定
5月11日全国上映，片方日前宣布改
档到6月16日上映，旨在为今年暑期
档带去一些青春爱情片的纯美爱意。

记者了解到，该片内容描写上世
纪90年代的某钢厂里，两个单亲家庭
的六个主人公因偶然相遇而相互靠
近，不料却在相处过程中彼此产生了
伤害。身份都很平凡的人们，既要渴
求所谓成功，又要通过努力改变身份
与地位，于是，爱情、亲情和追求之间
产生了一系列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

《亚瑟王：斗兽争霸》《超凡战队》《毒。诫》《麻烦家族》《提着心吊着胆》

5部中外新片今登海南院线
根据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

《六人晚餐》改档6月

《六人晚餐》中的窦骁（左）和张钧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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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联合发布
第九届文化企业30强揭晓

据新华社深圳5月11日电（记者周科）11
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座谈会
上，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联合发布了第九届

“文化企业30强”名单。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华侨城集团公司、宋城
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长江广电传媒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等30家企业上榜。

从本届“30强”企业情况看，骨干文化企业的
总体规模实力和综合效益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体现了文化产业良好的
发展势头。与往届相比，本届“30强”企业总体实
力更强。其中，主营收入3515亿元、净资产4318
亿元、净利润 381亿元，分别比上届增长 8％、
29％和21％，均创历史新高，且净资产首次突破
4000亿元大关。

关注海南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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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俱乐部精英梯队
联赛战报
（第一轮）

上海申花2：0重庆力帆

天津0：2河北华夏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王

黎刚）记者从今天在海口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17中国陵水首届全
国顶级职业篮球联盟对抗赛（CBA-
NBL）将于5月28日、29日端午小长
假期间在陵水体育馆上演。

参加本次比赛的 4 支球队是
CBA的山西汾酒队和江苏同曦队、
NBL的洛阳金星队和贵州森航队。

本次大赛亮点颇多，不仅是目前国内
两大顶级男子职业篮球联赛CBA和
NBL 代表性球队同场竞技，而且
NBL球队均是带外援出战CBA全华
班球队。

据悉，“亚洲飞人”胡卫东、“篮球
男神”霍楠、“中国神塔”唐正东、著名
前CBA广东宏远队外援威尔·拜纳
姆、刚入选国家队的原帅、任骏威，著

名前国手王磊、“清华才子”曾令旭、前
CUBA第一后卫王洪等篮球明星都
将齐聚陵水。

山西汾酒男篮是CBA一支传统
劲旅，特有的“闹他”口号使得其主场
有“魔鬼主场”的称号，多次在主场力
克新疆、广东和北京等冠军级别的强
队。江苏同曦队以快速、灵活、准确、
顽强的风格著称。该队有3届CBA

常规赛MVP唐正东坐阵，整体实力
不容小觑。

大赛主办方和运营方引入先进赛
事运作理念，邀请国内CBA顶级现场
DJ和导演，按照全明星周末的规格打
造本次大赛。本次大赛设扣篮大赛、
三分大赛、明星送礼、啦啦队宝贝表
演、抽奖游戏等场内外互动活动。同
时，本次大赛还注重突出民生公益色

彩，不仅票价亲民，还将邀请篮球名人
深入当地偏远贫困地区进行公益扶贫
活动，为当地基层教练带去公益培训
讲座等活动。

本次大赛由陵水黎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主办、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
广电出版体育局和海南盛力时代
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
承办。

全国顶级职业篮球联盟赛月底陵水上演
两支CBA球队和NBL球队将亮相海南

近日，海南中学足球队夺得了
2017年海南省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冠
军。这是该队时隔9年后再夺冠。对
于一支曾经的中学生足球劲旅来说，
时隔9年后问鼎时间有点长。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南中学足
球队横扫海南行政区中学生足坛，也
是广东省的一支劲旅。先后有4名
青少年国脚从海南中学诞生，为广东
省和其他部队足球队输送了十多名
好苗子。

早晨颠球去训练场

1977年，现任海南省足协主席的
吕建海在省内网罗了20多名农村少
年练足球。他们先在琼山二小读书，
4年后这批球员就读海南中学初中，
从此开启了海南中学足球队十几年的
辉煌。

吕建海回忆说，当时为了让这群
足球的“生瓜蛋子”提高技术，他规定
球员每天晨练时从宿舍到操场这段距
离必须颠球前往。训练结束后，球员
们要运球从操场回宿舍。吕建海当时
虽然仅是一名基层教练，但他觉得海
中队要想立足广东足坛，不能拼身体，
拼高度，一定要具备扎实的脚下技

术。在训练中，他主抓对抗中的传球、
接球和停球，要求队员们在快速的跑
动中完成技术动作，绝不练花拳绣
腿。从1981年到1990年，海南中学
足球队员换了几茬人，但小快灵的风
格一直没有改变。

组队5年后问鼎广东省运会

1982年，海南中学队代表海南行
政区参加广东省运会少年组足球赛。
这是当时广东省内水平最高、最受各市
县体委重视的比赛。海南中学队一鸣
惊人，先后战胜了广州队、梅县队和佛
山队等强队，以全胜的战绩获得冠军。

在那次比赛中，最让吕建海难忘
的是小组赛以2：0的比分，将东道主、
上届冠军广州队踢出局。他回忆说：

“那场比赛我们踢得无可挑剔，控制了
比赛场面，传统强队广州队第一次被
海南队折服。”

1983年，广东少年队赴大连参加
全国少年锦标赛。在那支广东队中，来
自海南中学队的一共有6人，其中4人
是绝对主力。要不是海中队的李景和
林文入选国少集训队，那届广东少年队
的主力阵容多半来自海中。在那年的
全国少年赛上，广东队获得了季军。

1981年，海南中学队第一次参加
广东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此后的7
年中，海南中学队从未跌出过前四名，
是广东青少年足坛一支不折不扣的劲
旅。海南中学队在那段时期为广东
队、南京部队队、昆明部队队等专业足
球队输送了不少球员，其中包括前广
东女足主帅、万宁人许书中。

4人先后入选国字号

海南中学足球队当时不但在广东
省内的成绩出类拔萃，还先后为国家
青少年队输送了吴崇文、李景、林文和
符京4名国字号球员。其中，曾短暂
在曼彻斯特联队青年队试训的吴崇文
名气最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吴崇文入
选了国青队，随后又成了广东省队的
主力中后卫。

1993年，吴崇文代表广东队夺得
了全运会足球赛的冠军。前国脚、广
东队中后卫池明华有一次为了考察这
个来自海南岛的小兄弟的技术，和吴
崇文玩起了颠球比赛。当时，池明华
用什么部位颠球，吴崇文也必须效
仿。吴崇文一直跟着池明华颠了十几
分钟的球，球愣是没有落地。后来，池

明华当着吕建海的面称赞吴崇文，他
说，你这个弟子的技术真不错。

海南中学队当年能多次在广东省
的青少年比赛中获得好成绩，和守门
员符京有较大关系。篮球选手出身的
符京进入海中足球队后进步较快，他
敢于出击、门前选位和反应高人一
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曾入
选国家青年队。在国青队中，后来的
国门、广东人欧楚良一直当他的替
补。遗憾的是，在一次比赛中他的拇
指骨折，在随后的治疗中被误诊，以至
于最终被迫退役。吕建海至今都后悔
不已，假如符京不被误诊，他的足球前
景不可限量。

司职前锋的林文和李景曾入选
1985年的国少集训队。林文当年刚进
海中队时是守门员，13岁的林文身高
1.70米，在同龄人中鹤立鸡群。在一
次对抗训练中，因为一方人手不够，吕
建海临时让林文客串前锋“救场”。没
想到的是，林文在这次对抗训练中显
示出了较高的前锋天赋，吕建海此后
下决心让他改踢前锋。在此后几年
中，林文凭借过人的爆发力和速度，先
后入选广东少年队和国家少年队。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

编者按：最近两年，海南业余
足球、职业足球、青训足球、校园
足球开展得较为红火。其实，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南足球曾经出
过一些人才，取得过好成绩。从
本期开始，本报体育新闻版将不
定期的刊登海南足球往事，挖掘
海南足球的老故事和老球星。

时隔9年再夺省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冠军

海南中学足球队的辉煌往事

5月 11日，在唐山国际旅游岛举行的2017
年国际沙滩足球邀请赛首场比赛中，中国队以7：
5战胜捷克队。此赛事为期3天，吸引了智利队、
捷克队和匈牙利队来华参赛。

图为中国队白帆（下）在比赛中与捷克球员
拼抢。 新华社发

国际沙滩足球邀请赛

中国队胜捷克队

据新华社马德里5月10日电 在10日进行
的欧冠足球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比赛中，卫冕冠
军皇家马德里队虽然以1：2负于马德里竞技队，
最终仍然以4：2的总比分淘汰对手，晋级决赛。

皇马主帅齐达内赛后说：“马竞的开局非常
好，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下半场我们
踢得更好。”

皇马淘汰马竞
晋级欧冠决赛

图为李景（左）和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