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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卫
小林）第16届海口市少儿蒲公英音
乐、美术、朗诵大赛，6月28日晚在海
口市群众艺术馆举行颁奖典礼，163
名斩获本届蒲公英音乐、美术、朗诵
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学生欢聚一堂，人
人脸上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记者现场看到，颁奖典礼在欢快
的架子鼓演奏《太平洋一样的月光》

中拉开帷幕，获奖选手及家长共计两
百多人坐满了礼堂。序幕拉开之后，
颁奖、领奖和获奖选手汇报演出就开
始交替进行。获得本次大赛音乐类
声乐儿童组一等奖的选手赵艺萱演
唱了《跑马溜溜》，获得朗诵类儿童组
一等奖的选手聂林依表演了朗诵《中
国话》，获得音乐类器乐组民乐少年
B组一等奖的选手杨秀华演奏了《战

马奔腾》，获得音乐类声乐幼儿组一
等奖的选手王佳宇演唱了《大写的
壹》，获得音乐类声乐少年A组一等
奖的选手吴雨倩献唱了《传奇刀马
旦》，获得音乐类器乐组西洋乐少年
A组一等奖的选手邓发晋演奏了《匈
牙利狂想曲》等节目。

大赛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由海
口市文体局、海口市教育局主办，海

口市群众艺术馆承办的海口市少儿
蒲公英大赛从2001年举办至今，已
成功走过16个年头，并且成为海口
市常设的最有影响的少儿艺术大赛，
渐渐成了海口市少儿文艺比赛的金
字招牌，吸引了越来越多少年儿童参
与。该项赛事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
可和高度好评，提升了海口青少年的
艺术素养，也为省内外各大艺术院校

输送了大批海口艺术人才。
第16届海口少儿蒲公英音乐、美

术、朗诵比赛，经过各类别多场次初
赛和决赛等角逐，最终从各类别、各
组别的800多名参赛选手中，共产生
了各类别和组别的一等奖30名、二
等奖56名、三等奖77名，另有优秀
奖若干名。此外，还有4个单位获得
了本次大赛设立的组织奖。

第16届海口蒲公英大赛颁奖礼举行
163名学生分获音乐、美术、朗诵一二三等奖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邀请
6家出版社来琼培训员工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雷志）日前，海
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公司邀请内地6家出版社来
琼，为我省70多名凤凰新华书店店长及业务骨干
办班培训，在实体书店服务精准化上下狠功。

据介绍，面对海南书香节后不断升温的全民
读书热，特别是实体书店越变越美、书店经营不断
创新、读书群体持续攀升的新格局，海南凤凰新华
书店紧跟时代步伐，要求全省26家新华书店苦练
内功，为读者提供更精准化的服务。为此，特别邀
请了中华书局、人民日报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上海画报
出版社6家内地老字号出版社来琼，为全省70多
名店长及业务骨干办班培训。6家出版社派出资
深专业人员，为培训班学员讲解了不同图书产品
的特性，适宜读者人群，图书版本甄别，工具书、文
学名著选购误区等多方面内容，帮助全省新华书
店员工提升业务技能和精细化服务水平，让实体
书店在激烈竞争中凸显贴心服务的优势。

据悉，暑假即将来临，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将在
全省26家新华书店开展丰富多彩的图书展销活
动、亲子阅读活动、暑期读书征文活动、常用错别
字挑战赛等，助推读书之风持续。

本报讯 奥斯卡奖主办方美国
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每年都会招收
新会员，今年扩招人数创下纪录，有
高达774人获邀成其新会员。其中，
范冰冰、姜文、冯小刚等多位中国影
人及境外华裔影人都获得奥斯卡奖
投票资格，成为了评委。

在今年扩招的774人中，有20
余名中国影人和境外华裔影人，包括
姜文、张曼玉、刘嘉玲、梁朝伟、范冰
冰、甄子丹、冯小刚、陈可辛、杜琪峰、
许鞍华、施南生，以及美国华裔演员
温明娜、黄荣亮等，他们都获得了奥
斯卡奖的投票资格。

据了解，在这批中国及境外华裔
影人中，既有演员类别的张曼玉、姜
文、刘嘉玲、梁朝伟、甄子丹、范冰冰、
温明娜、黄荣亮等，也有导演类别的
冯小刚、陈可辛、许鞍华、杜琪峰，还
有摄影类别的赵小丁，制片人类别的
施南生，音效师类别的顾长宁，编剧
类别的游乃海，纪录片制片人类别的
蒋显斌等，可谓搜罗齐全。

在新招的774名会员中，美国电
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也充分体现了会
员的多样性，新会员来自57个国家，
39%是女性，30%为非白人。2016
年年初，学院的6261位奥斯卡评委

中，约有92%是白人，75%是男性。
经过去年和今年扩招，学院在致力于
改变“老、白、男”的成员结构。

而在今年新招的 774 人中，有
105人是演员，比如漫威电影中的三
位克里斯——“美国队长”扮演者克
里斯·埃文斯、“雷神”扮演者克里斯·
海姆斯沃斯、“星爵”扮演者克里斯·
帕拉特都在列。另外还有影迷耳熟
能详的明星，包括“神奇女侠”盖尔·
加朵、巨石强森、贾斯汀·汀布莱克、
维果·莫腾森等，其中年纪最大的是
95岁的传奇影星贝蒂·怀特，最小的
是19岁的艾丽·范宁。 （钟新）

奥斯卡评委大扩招
范冰冰姜文冯小刚等多人入选

“帕丁顿熊”之父去世
据新华社伦敦6月28日电（记者张代蕾）英

国儿童文学作家、“帕丁顿熊”的创作者迈克尔·邦
德27日因病去世，享年91岁。

邦德1926年出生在英格兰伯克郡，曾在英国
广播公司工作。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
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在埃及首都开罗驻守时开
始写作。1956年圣诞节前夜，在下班回家路上，
他透过一家商店橱窗看到货架上剩下一只孤零零
的泰迪熊玩偶，于是把它买回家送给妻子，也由此
诞生了帕丁顿熊的故事。

邦德把这只泰迪熊取名为帕丁顿，因为当时
他和家人住在伦敦帕丁顿车站附近。借助它带来
的灵感，邦德创造出一只头戴红帽子、身穿英式粗
呢外套、脚蹬长筒靴、爱吃柑橘酱的经典小熊形
象，俘获了无数孩子的心。

1958年，邦德出版第一本儿童文学小说《一
只叫帕丁顿的熊》。书中，帕丁顿熊从秘鲁移民到
英国，在拥挤的帕丁顿车站迷路，后被好心的布朗
一家收留，从此开启一系列温馨的故事。

迄今，帕丁顿熊系列作品在全球被翻译成30
多种文字出版，销量超过3500万本。这只可爱小
熊的故事还多次被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

据新华社杭州6月29日电（记
者段菁菁）因理想主义而自由结社的
早期西泠人，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
遗产？28日，大型纪录片《西泠印社》
在杭州启动拍摄。

纪录片《西泠印社》将分6集，以
人物和故事为主线，通过对创社四杰
及吴昌硕、李叔同、启功、赵朴初和饶

宗颐等知名社长及社员道德修养和艺
术涵养的深度剖解，折射中国知识分
子百年精神史。

除6集纪录片外，《西泠印社》还
拟推出一部剧情版院线电影、一台话
剧作品以及一档以金石文化为核心的
电视文化专题节目。纪录片于2019
年国庆期间播出，电影拟于同年上映。

6月29日，由雷蕾作曲，胡绍祥编剧，中央歌剧院演出的大型原创歌剧《红军
不怕远征难》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该剧再现了长征中“血战湘江”“大战娄山关”
“飞夺泸定桥”等经典战役场面，表现了红军将士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
概。图为歌剧《红军不怕远征难》演出剧照。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歌剧《红军不怕远征难》在京上演

《西泠印社》影视分拍

冯小刚范冰冰 张曼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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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
者张寒）国际乒联网站29日消息，中
国乒乓球协会已就男队集体退出7月
2日开赛的澳大利亚公开赛提出申
请，这意味着之前中国队上报的名单
全部作废。

国际乒联网站文章中写道：“尽管
只有两名队员（樊振东和许昕）被卷进
了上周中国公开赛上发生的弃赛风
波，但遗憾的是中国乒协决定男队全

体退出报名。”
当日早间，记者查看官网信息时，

澳大利亚公开赛的中国队参赛名单中
还有6名男乒队员，他们是张继科、樊
振东、许昕、林高远、闫安、梁靖崑，目
前这六人的名字已全部标灰，表示他
们此站公开赛不会参赛。按照国际乒
联的相应规则，报名截止后退赛需付
一定数额的罚款。

官网消息中提到的弃赛风波是指

3名球员、2名教练于成都举行的中国
公开赛期间集体弃赛一事。23日晚，
原应参加中乒赛男单第二轮八分之一
决赛的三名中国队选手未能按时出现
在赛场。国家体育总局发言人当晚表
态，称该行为极其错误，总局已责成中
国乒协查清事实、严肃处理。

中国乒协则于24日晚发表声明
表示震惊和痛心，承诺将深刻反思、加
强教育，中国乒乓球队随即公开发表

致歉信，马龙等人通过个人微博转发
了这封道歉信。

根据官网给出的参赛名单，中国
女乒仍将由六名队员参赛且名单不
变，由世界排名第三的朱雨玲领衔，其
他参赛选手包括陈梦、王曼昱、陈幸
同、顾玉婷、张蔷。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
者张寒）中国乒乓球队29日通过中国
乒乓球协会官网发布公告，解释国乒

男队将缺席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澳大
利亚公开赛的原因是疲劳和伤病。

公告中说：“鉴于目前男队主要运
动员连续参赛带来的身体过度疲劳，
加之伤病困扰，不具备参赛的竞技状
态。中国乒乓球队研究决定，男队将
不参加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澳大利亚
公开赛，进行必要休息调整。女队按
计划正常参赛。中国乒协已就此事与
国际乒联进行过沟通，并得到理解。”

中国男乒集体退出澳大利亚公开赛
国乒发公告解释退赛原因：疲劳＋伤病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王黎
刚 林诗婷）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和国家
体育总局办公厅日前联合公示“国家体
育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和“国家体
育旅游精品赛事”拟认定名单。海南
两个项目上榜，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拟认定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创
建单位，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拟认定为“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据悉，为推动旅游与体育产业融
合发展，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和国家体
育总局办公厅日前联合下发了《关于

开展“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创建
工作和“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申
报工作的通知》。在各地自愿申报和
各省区市旅发委（局）、体育局推荐的
基础上，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
组织专家评审审核。经过多轮评审，
并经双方领导批准，拟认定“北京奥
林匹克公园”等30个单位为“国家体
育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北京国
际长跑节”等33个赛事为“国家体育
旅游精品赛事”，并于日前予以公
示。公示期持续到7月4日。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和“国家体育旅
游精品赛事”名单公示

海南两个项目上榜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王
黎刚）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海马福美来杯”中国海南儋
州第八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
7月8日至18日将在儋州举行。赛
事总奖金由去年的40万元增加至
42万元，第一名奖金从去年的12万
元增加到14万元。

共有10名国内外棋手参赛，包
括5名中国棋手丁立人、余泱漪、王

皓、韦奕、卢尚磊及5名外国棋手黎
光廉、马拉霍夫、奈迪茨、波诺马廖列
夫、伊万丘克，这10名棋手的平均等
级分高达2720分。

本届超霸战除了特级大师的
精彩对弈外，还设置了超霸战系列
活动。此外，国家队总教练、国际
特级大师叶江川将与20位海南籍
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高手进行双
棋车轮战。

儋州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
下月8日开战

■ 阿成

加时赛终场前智利队接连击中门
柱和门楣，错失绝杀葡萄牙的良机。此
时，恐怕很多人都觉得：接下来的点球
大战，运气的天平会转向葡萄牙一边。
足球场上有“门框定律”等浪费机会就
会遭惩罚的所谓“规律”。

接下来的事情更令人称奇，葡萄
牙人无一命中点球，“说好的”五轮点
球大战提前两轮结束。此种点球大战
的结果和场面十分罕见，也给这场
120分钟闷战留下一点刺激和回味。

纵观整场比赛，两支擅长防守的球
队都踢得十分谨慎，进攻上不敢过多投
入兵力。看起来两队都对点球大战充

满信心，支撑两队罚点球信心的或许是
过往的成功。葡萄牙队此前4次在大
赛中经历过点球大战，战绩3胜1负，
最近一次发生在去年的欧洲杯，他们
在1/4决赛中点球决胜淘汰波兰，此后
一路好运首夺欧洲杯。而智利队前两
年接连夺得两届美洲杯，都是在决赛
中点球大战击败阿根廷后捧杯的。

点球大战的胜负有运气成分，也考
验球员的心理素质，所以拥有钢铁意志
的德国队总能成为点球大战的赢家。其
实智利队在大赛中点球决战的胜率总体
来看并不出色，此前一共有4次，前两次
输了，最近两次赢了，就是赢得美洲杯的
那两次。这两次美洲杯，也见证了智利
队向硬朗球风的蜕变。桑保利、皮齐等

阿根廷教头，不仅给智利队带来稳守反
击的战术，还注入强悍硬朗的气质。智
利队球员并不高大威猛，但个个敦实强
壮，似乎有耗不尽的能量和斗志。

智利中场核心比达尔首个主罚点
球，他大力发射后振臂高呼。这种场
景似乎吓坏了接下来主罚的葡萄牙队
夸雷斯马，他绵软且无角度的射门像
是交差了事。夸雷斯马的绵软看起来
还有传染性，葡萄牙队就此崩盘。布
拉沃一战封神，成为了首位在点球大
战中扑出全部点球的门将。但许多人
认为，并非布拉沃有扑点球神技，而是
葡萄牙队点球罚得太差。当然，你也
可以说，在强硬的智利队面前，葡萄牙
队员顶不住压力崩溃了。

智利太硬，葡萄牙“嘣”了大侃台

点球决战淘汰葡萄牙

智利挺进决赛
北京时间 6 月 29 日凌

晨，在喀山举行的2017俄罗
斯联合会杯首场半决赛中，智
利队经过点球大战以3∶0战
胜葡萄牙队，晋级决赛。

图为智利队门将布拉沃
（左）扑出葡萄牙球员夸雷斯
马的点球。 新华社发

联合会杯

中乙联赛下半程本周末开踢

海口博盈力争主场抢分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本周末，中乙联赛将进

行第十二轮比赛，这也是下半程赛事的第一轮。
7月1日下午，海口博盈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人人
队。在上半程赛事中，海口博盈队的主场战绩不
理想，下半程将力争在主场多抢分数。

上周末，海口博盈在客场1：0击败镇江文旅
队，止住了4轮不胜的下滑势头，并以一场胜利结
束上半程的征程。在上半程11轮赛事中，海口博
盈战绩为4胜1平6负积13分，在南区12支队伍
中暂居第八位。其中6个主场2胜4负取得6分，
5个客场2胜1平2负拿到7分。主场战绩不佳有
对手实力较强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6个主场拿
到的分数不及5个客场，不太合常理。

海口博盈俱乐部近期出现资金周转的困难，
没能及时支付球员工资，球队战绩有所下滑。上
周出征镇江前，省文体厅拨付400万元帮助球队
渡过难关，也大大提振了球队的士气。而要想在
下半程进一步提升排名，必须在主场多拿分。下
半程海口博盈有5个主场，对手依次为深圳人人、
南通支云、江西联盛、上海聚运动和镇江文旅。总
体来看，海口博盈队下半程的主场对手实力弱于
上半程，有望实现主场多抢分的愿望。不过，上半
程11轮比赛海口博盈仅取得7个进球，攻击力显
然偏弱。要想在主场多拿分，必须提升攻击线上
的表现。

一换七，保罗加盟火箭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8日电（记者李博闻）

休斯敦火箭和洛杉矶快船28日达成重磅交易，9
届全明星球员保罗离开快船加盟火箭，与哈登组
成当今联盟的超级后场。

为此，火箭方面送出贝弗利、德克尔、威廉姆
斯、哈雷尔、威尔哲、利金斯、希利亚德等7名球
员，以及前三顺位保护的2018年首轮选秀权和
66.1万美元。

火箭通过官方推特表示：“欢迎保罗来到‘红
色国度’，等不及新赛季开启了。”火箭总经理穆雷
也发推称：“欢迎保罗来到火箭。”保罗则表示：“这
一时刻自己正在经历大量的情绪波澜。”

现年32岁的保罗于2011年加盟快船，在快
船期间曾三次入选美职篮（NBA）最佳阵容一阵，
两次入选美职篮最佳阵容二阵，五次入选美职篮
最佳防守阵容一阵。在快船的6个赛季，保罗场
均得到18.7分、9.8次助攻和2.4次抢断。

作为保罗的好友，詹姆斯和韦德纷纷向其表
示祝贺。“我的兄弟开启了一段新旅程，祝福你。休
城，一位伟大的球员将要来到你们的城市。”詹姆斯
说。韦德则说：“当我的朋友们开心，我也同样开
心，祝贺我的兄弟保罗选择了他自己选择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