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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卢进梅）今天上午，“永
远的苏东坡——纪念东坡诞辰980
周年专题书法作品全国联展”走进了
苏东坡的诞生地——四川省眉山市
开展。

眉山市古称眉州，是苏东坡的诞
生之地。此次由海南发起的纪念苏

东坡专题书法作品全国联展走进眉
山市，旨在以东坡文化为桥梁，推进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使
东坡的文化情操、精神魅力和人格意
志广为传播，活动因而具有更加强烈
的时代意义。

本次展览由海南省新闻工作者
协会、海南日报、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与儋州市委、市政府携手中国苏轼研
究学会联合主办，儋州市委宣传部、
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眉山市三
苏祠博物馆共同承办。展览面向海
内外征集作品，获得全国20多个省
区、600多位作者寄送的近700件作
品，美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家和地
区也有作品参展。

本次巡展已经先后走进过常州、
杭州、台北、徐州、惠州、郏县、黄冈、
开封等地展出，近期还将走进扬州等
地展览。

9月下旬，苏东坡登陆海南920
周年纪念时，儋州还将举办全国巡展
汇报展出暨颁奖盛典，并召开“苏东
坡与文化儋州”专题学术报告会。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卫
小林）记者从昨天下午在海南大学召
开的海南省校企合作创业就业协会
（筹）会员大会上获悉，海南首届“发
现之美”校园手机摄影大赛公益活动
当天正式启动。

据介绍，本次大赛面向我省大中
专院校在校学生举办，是一次公益性
质的文化大赛，不收取报名等费用。
本次大赛将分为校园与城市（社会）

两大板块，参赛学生可以任选其一，
也可以两个板块都参与投稿，提倡参
赛学生用手机发现并真实记录校园
内外的人文之美、风光之美、学习之
美、城市建设之美、家居生活之美（含
家居设计艺术）等。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的参赛作
品将通过专家评审和大众评选相结
合的方式，最终评选出大赛一、二、
三等奖及优秀奖，并为获奖者颁发

奖金或奖品及荣誉证书。大赛评选
结果揭晓后，组委会将组织获奖作
品及优秀作品参加大型公益摄影巡
回展览活动。

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大赛对摄影器材类型不限，国内外
各种品牌型号的手机均可参赛。活
动时间为9月18日至12月底，元旦
节期间举行颁奖仪式。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海南省校企

合作创业就业协会（筹）会员大会
上，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
职业技术学院、海口经济学院、海南
科技职业学院、海南华侨商业学校
等多家大中专院校的代表及行业协
会的代表共50余人出席大会并见证
了大赛的启动。

本次大赛由海南省公益文化研
究会和海南省校企合作创业就业协
会（筹）等单位联合举办。

海南首届校园手机摄影大赛启动

继走进常州、杭州、台北、徐州、惠州、郏县、黄冈、开封等地之后

纪念苏东坡专题书法作品全国联展走进眉山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卫小林）9月19

日，由大鹏导演的喜剧电影《缝纫机乐队》将来海
口举办超前观影活动和明星见面会，记者今天从
海口几大影城获悉，该片演员韩童生、李鸿其也将
来海口与影迷见面。

据介绍，《缝纫机乐队》是大鹏继导演处女作
《煎饼侠》之后执导的第二部新片，由大鹏、乔杉、
古力娜扎领衔主演，李鸿其、韩童生、于谦、岳云鹏
等明星联合主演，另有王劲松、于洋、代乐乐、宋小
宝、刘小光、文松、宋晓峰等助阵，周冬雨、袁姗姗、
宋茜特别演出，是一部与青春有关的喜剧类型
新片。此次来海口举办超前观影和明星见面会，
由于该片所有演员近期都在全国各大城市参加路
演，因此来海口与影迷见面的明星，片方派出了韩
童生和李鸿其两人。届时，他们将前往海口中影
国际影城上邦店、海口中视国际影城喜盈门店、海
口万达影城日月广场店、海口星轶国际影城等多
家影城与影迷见面。

据了解，韩童生现为国家一级演员，凭借《大
丈夫》《小丈夫》《虎妈猫爸》等多部影视作品圈粉
无数。“90后”明星李鸿其为我国台湾影视男演
员，2015年凭电影《醉·生梦死》获第52届台湾电
影金马奖最佳新人奖及第17届台北电影节最佳
男主角奖，在影视圈内人气越来越旺。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白瀛）反映精
准扶贫题材的电影《十八洞村》将于10月12日起
在全国上映。这部由潇湘、峨眉、华夏三大电影公
司联合出品的影片，取材于全国精准脱贫典型湘
西十八洞村的事迹，反映了以土地为依托的农民
追逐美好生活的故事。

武陵山深处的十八洞村是个纯苗族村寨，
2013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668元，不少人家唯一
电器是电灯，泥巴糊的墙四处漏风。近年来，当地
通过改“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的精准脱贫，初
步形成了猕猴桃、手工艺加工业、文化旅游业等支
柱产业，2016年人均纯收入已达8313元。

电影《十八洞村》编剧、导演苗月18日在京介
绍，她并没有像以往的农村题材影片那样，纠结表
现于某一具体事件，而是试图用女性导演细腻唯
美的视角，体察人与土地的深层次关系，描摹当代
农民丰富而又敏感的内心世界。

喜剧电影《缝纫机乐队》
今在海口举办超前观影
演员韩童生和李鸿其来椰城会影迷

取材自全国精准脱贫的典型事迹

电影《十八洞村》下月公映

本报北京9月18日电（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党朝峰 吴雅菁）今晚
7时30分，海南原创舞剧《秋菊传奇》
首次走进北京，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
剧场盛大演出，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一
台艺术佳作，赢得现场观众热情掌声。

《秋菊传奇》由海南省文化艺术学
校创作排演，是一部人物传记式的原
创舞剧作品。刘秋菊是海南的传奇女
英雄，舞剧意在通过“秋菊”的传奇经
历，传递出以“秋菊”为代表的革命者
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表现“山不藏
人，人藏人”即人民群众用生命掩护革
命者的军民鱼水之情。该剧曾荣获第
二届海南省艺术节“文华大奖”及五个
单项奖、第五届全国校园戏剧节“优秀

展演剧目”“校园喜剧之星”称号等多
个奖项。

此次进京演出，该剧男女主角分
别由国家一级演员、北京舞蹈学院青
年舞团的汪子涵和张姝担任。全剧以
多种艺术手段，呈现出独特而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在音乐创作上吸收了海
南民间音乐及地方戏曲的特色调式，
给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视听感受。全
剧情节跌宕起伏，剧情引人入胜，演员
表演充满激情，引起观众强烈情感共
鸣，剧场内多次响起热烈掌声。

据了解，为了今晚的演出，演职人
员提前抵京排练，并在原有基础上作
了较大修改提升，尤其在节奏掌控和
戏剧张力方面更加到位，在舞蹈编排

和舞美设计上更加突出海南元素，具
有强烈的艺术风格和地域特色。

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小黄看后表示，
一群中专学校的在校学生能支撑起一
部舞剧的演出，令人敬佩，也让人感
动。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校长陈军告
诉记者，演职员们千里迢迢从海口来
到北京演出，克服了气候不适，加强了
彩排，尤其是对每一个细节不断演练，
在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
不负众望，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演
技征服了北京观众，基本达到了预期
的效果。海南省文体厅文艺处相关负
责人此次现场观看表演后认为，该剧
在省艺校的精心组织和编排下，在首
都成功首演，为我省赢得了良好口碑。

海南舞剧《秋菊传奇》北京首演获赞

海南原创舞剧《秋菊传奇》北京首演剧照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供图

据新华社洛杉矶9月17日（记
者高山 郭爽）第69届美国“黄金时段
艾美奖”（简称艾美奖）于17日在加利
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中心的微软剧院举
行，剧集《使女的故事》和《大小谎言》
成为最大赢家，各自夺得5项桂冠，

今年大热的科幻剧集《西部世界》
在主要奖项方面则颗粒无收。

去年艾美奖上风光无限的《权力
的游戏》由于播出时间不符合本届艾
美奖规定，在第七季收视率再创新高
的情况下，无法参评，这就为其他剧集
对奖项的竞争提供了获奖空间。

视频网站“葫芦”（Hulu）自制科
幻剧集《使女的故事》在剧情类奖项中
大获全胜，夺得了剧情类的最佳剧集
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导
演和最佳编剧等奖项。

HBO的《大小谎言》则成为限定
剧奖项的最大赢家，拿下最佳限定剧
集、限定剧最佳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
和最佳导演等奖项。限定剧最佳男主
角颁给了在《罪夜之奔》中有出色表现
的里兹·阿迈德。

第69届艾美奖揭晓
《使女的故事》《大小谎言》
成为最大赢家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王
黎刚）“碧桂园杯”2017第12届环海
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今
天在海口举行。记者获悉，该赛事将
于10月28日至11月5日举行，起终
点均设在万宁兴隆旅游度假区。

该赛事副总指挥、执委会竞赛部
部长、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竞技体
育处处长刘平久在发布会上对本届环
岛赛的线路安排进行了详细说明。

据介绍，本届环岛赛为亚洲顶
级的 2.HC 级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比赛途经海南岛 17 个市县和洋浦
经济开发区，总体呈现逆时针形态
行进，历时9天，分设9个赛段，本届
赛事总里程再创新高，达到 1571.2
公里，再次刷新了环岛赛总里程记
录，并把皇后赛段安排在第7赛段，
保留阿陀岭终极考验的同时，今年
首次设置了五指山水满乡的爬坡路

段，难度和悬念进一步提升，提高了
赛事观赏性。

赛队邀请方面，组委会根据赛队
级别和竞技水平高低，对报名参赛的
50多支车队进行了仔细的筛选，最终
确定20支队伍参赛。参赛队伍包含
5支洲际职业队、14支洲际队和1支
国家队。这些赛队遍布亚洲、欧洲、大
洋洲以及南北美洲。

为保证本届比赛顺利进行，组委

会成立了竞赛部、运行保障部、市场开
发与策划宣传部、安保交通部、医疗卫
生防疫部和餐饮安全部6个工作部
门。各部门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制
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及预案，确保了
各项工作的有序落实。

本届环岛赛将充分发挥品牌赛
事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促进赛事
活动与旅游等深度融合。除每年推
出的公益骑行之外，还将加强与体

育旅游专业公司合作，将赛事活动
与赛事举办地周边的旅游产品进行
整合，打造成升级版的体育旅游体
验产品，让更多的岛内外民众参与
到骑行中来。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海南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体育总局
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自行
车运动协会、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
育厅、万宁市人民政府承办。

第12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0月举行

20支队伍参赛 总里程1571公里

2017-2018赛季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第一赛段比赛即将结束。三亚新
奇世界半山半岛号暂时位列第一，很
可能获得首个赛段的冠军。

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号是继
青岛号之后又一支加入该赛事的中国
船队，同时三亚还将作为第五赛段经停
站的承办城市，而在过去的20年历史
中已经有55个港口城市成为了克利伯
帆船赛的停靠站。对于冠名赛队和承
办分站活动的三亚而言，意味着什么？

经济效益显著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将在2018年
2月底至3月初造访三亚，参赛选手、
赛事组织方以及观赛游客将直接拉动
当地消费，预计直接经济效益达到上
千万美元。

海帆赛组委会市场开发部部长陈
晓华说，三亚与青岛、利物浦、西雅图
这些国际滨海城市一样，在本次克利
伯环球帆船赛中既有冠名船队也是分
站承办城市。纽约和南非开普敦则只
是分站承办城市，这些世界知名的城
市承办帆船赛事背后必然有一定的经
济逻辑。以今年6月刚结束的世界最
具影响力的四大传统赛事之一的“美
洲杯帆船赛”决赛站百慕大为例，决赛
站直接为百慕大带来2.42亿美元的

经济收入。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
2015年赛季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也
曾停靠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如今这
个帆船港已成为三亚旅游的新名片。

克利伯成三亚“新名片”

帆船运动所崇尚的健康快乐理
念，航海所代表着包容、开放、进取的
精神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三亚的
城市发展定位相契合。

陈晓华认为，12支参赛队伍、来
自41个国家共712名选手以及国际
亲友团也是重要的传播大使。同时，
在各个停靠站，前来赛事村观光游览
的成千上万名游客也将成为重要的传
播载体。克利伯帆船赛除了经停三亚
和青岛外，还会停靠纽约、西雅图、开
普敦、利物浦、悉尼等世界闻名的滨海
城市，这也给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创
造了良机。克利伯主办方媒体平台已
经有了1100万的访问量，三亚新奇世
界半山半岛号官方微博已吸引超过
29万粉丝关注。

奥克兰就曾因为2000年和2003
年连续两届举办“美洲杯帆船赛”决
赛，让“世界帆船之都”的美誉被外界
所熟知。2008年北京奥运会，青岛因
为举办奥帆赛以及相继承办沃尔沃环
球帆船赛、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等国际

帆船赛事被国内外社会所熟知。青岛
被认为是“中国帆船之都”。

三亚海域环境和气候条件一流，
常年适合开展各类帆船活动，借引进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之机，三亚完全可
以打造好“帆船”这张城市新名片。

产业联动效应可期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环岛大帆船
赛等国际帆船赛的举办，推动了三亚

“海上产业”的发展。根据今年9月工
商注册系统查询，带有三亚帆船、游
艇、船艇等关键词的公司有341家，

省文体厅竞体处处长刘平久认
为，三亚帆船休闲旅游消费前景广
阔。2017年春节期间，三亚数百计的
帆船、游艇出海扬帆，初步预估帆船出
海直接带来消费超过3000万元。帆
船相关的教育培训也在逐步发力，其
中帆船驾照对市民颇具吸引力。在三
亚市区就有海帆会、詹尼游艇、中仁潜
水等多家机构设有帆船培训课程，与
此同时三亚帆船进校园活动让上千名
的孩子了解和学习帆船运动。最近几
年一到冬季，多家内地教育机构便在
三亚设立帆船冬令营，吸引内地中小
学帆船爱好者来三亚玩帆。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

克利伯帆船赛能给三亚带来什么？

图为选手在海口沙滩足球比赛中拼抢 本报记者 卫小林 摄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由海口
市文体局主办、海口市假日海滩开
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的2017海口
亲水节系列活动之“激情消夏”沙滩
足球赛日前在假日海滩火热开赛。

此次赛事吸引了海南师范大学、
海口中学、海口海港学校等16支球
队参与，比赛采用单场淘汰制，再进
行交叉淘汰附加赛，最终来自海口中
学的日出队获得冠军，亚军和季军被
海南师范大学的沙狼队和沙尘豹队
获得。主办方也为其他参赛球队准

备了精致的足球运动用品作为礼品。
2017海口市亲水节已经进行

了沙滩寻宝、泡泡跑、沙滩花妆趣味
跑、游泳比赛等系列活动，受到广大
市民游客的热捧。本次沙滩足球赛
也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到场观看，
并为队员的精彩表演喝彩。几位山
西游客看得脚痒，也拿起皮球在旁
边踢起来。他们表示，海口是滨海
城市，沙滩足球最容易普及开展。
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趣味比赛，
吸引更多的游客一起玩。

2017海口亲水节系列活动

沙滩足球赛搅热假日海滩

皇家社会1：3皇家马德里
阿拉维斯0：3比利亚雷亚尔
赫罗纳0：1塞维利亚
拉斯帕尔马斯1：0毕尔巴鄂

9月18日，2017依云高尔夫锦标赛在法国
依云小镇落下帷幕，中国选手冯珊珊以总杆数
206杆，低于标准杆7杆的成绩获得第六名。

新华社发

依云高尔夫锦标赛收杆

冯珊珊获第六名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叶媛媛）昨天是
首个世界骑行日，为倡导“骑行改变城市”的理念，
践行绿色出行，今天上午，海口开展系列公益骑
行、文明宣导活动，现场由50人组成的骑行队带
领海口市民响应低碳生活、文明出行。

据悉，世界骑行日由摩拜单车联合联合国人
居署、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权威国际
机构共同发起，定为每年的9月17日，取谐音“就
要骑”，这是首个全球范围内的骑行文化节。

海口举办
世界骑行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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