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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著名导演陆川再任监制拍摄
的爱情喜剧类电影《因为爱情》，今天
发布“就爱你”版海报，宣布定档10
月27日在海南各大院线与全国同步
上映，这是记者今天从该片发行方影
联传媒海南站获悉的。

据介绍，在监制《因为爱情》之
前，陆川已于2014年首任监制指导
了五百导演的爱情喜剧片《脱轨时

代》。此番再任监制，陆川依然选择
爱情喜剧类型，主要还是想圆自己没
导演过爱情片的一个梦——“这辈子
肯定要拍一部爱情电影，没拍之前先
帮一下年轻导演。”《因为爱情》由青
年导演曹大伟执导，主演魏大勋、郭
姝彤、张萌，将拍成一部内容和形式
都充满新意的爱情荒诞喜剧电影。

记者了解到，《因为爱情》故事讲
述的是，郭姝彤饰演的蔡一蝶，与曾

经逃婚并害得她霉运不断的前未婚
夫几次聚散离合后又再度重逢的故
事。在片中饰演未婚夫的演员，正是
魏大勋。不过这一次重逢，让蔡一蝶
开始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可令她
想不到的是，在经历了种种令人啼笑
皆非的“整蛊”之后，她才发现当年魏
大勋逃婚是因为另有隐情。面对幕
后真相，蔡一蝶究竟如何选择，将成
为影迷关注的焦点。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为向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献上诚挚的
祝福，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遇见
海口·最美时光”散文有奖征文大赛日
前启动。本次大赛历时三个月，届时
一篇要求1500字左右的获得特等奖
的美文将收获奖金3万元，你参赛吗？

据了解，本次大赛的征稿时间为
9月15日至12月15日。参赛对象为

生活在海口或曾经生活在海口的人，
包括与海口有过精神交往或实际相遇
的人。大赛奖项设置为：特等奖1名，
奖金3万元；一等奖2名，奖金各1万
元；二等奖3名，奖金各5000元；三等
奖 5名，奖金各 2000 元；优秀奖 15
名，奖金各800元。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对参赛征
文要求很严，体裁必须是与海口有关

的散文，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如诗歌、
小说等一律拒收。字数虽不作强行限
制，但要求每篇文章1500字左右为
宜。一人可投多篇应征散文，有相关
图片可以随文附上邮件。所有应征稿
件只收WORD文档电子版，唯一指
定邮箱为hkwjzg@163.com。

对于应征散文的内容，主办方表
示可以写海口的方方面面，包括历史、

人文、自然、风情、民俗、景点、美食、动
植物、城市风貌、乡野情趣和生活、工
作在海口的情怀与感悟等。总体要求
是主题鲜明，健康向上，有情有趣有
益，以“遇见海口”为主线，展现海口的

“最美时光”，呼唤抒情散文、浪漫游记
回归，尤其欢迎能写出既让人赏心阅
读，又触及灵魂并感人至深的华美篇
章。大赛强调“感人”的同时，更强调

生活化，接“地气”，希望应征作者通过
真实感受、独特视角、细腻观察和生动
笔触，写出对海口的热爱和真情，避免
浮泛空洞的溢美之词。

据悉，到今年12月底，主办方和
承办方将邀请专家学者及著名作家组
成评委会对来稿进行评审，2018年初
举行颁奖活动，获奖作品和优秀作品
将交海南出版社推出合集出版发行。

海口举办散文有奖征文大赛
荣获特等奖的散文将获奖金3万元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
白瀛）扶贫题材电影《南哥》将于10月
17日全国上映。影片讲述广东基层
扶贫干部郭建南带领粤西山乡荔潭
村脱贫致富的故事，着力将一位基层
扶贫干部塑造为“暖男”的亲切形象。

荔潭村是广东贫困村，距离广州
300多公里。郭建南在荔潭村的1年
零8个月中，给荔潭村带来了新变化：
补好村里学校的破窗户、装上自来
水；村委会的老房子变成了崭新的综
合楼；两条自然村的泥巴路变成了硬
化水泥路；平山村的主要进水沟疏浚
面貌一新；买回两台抽水机为难取水
的田地灌溉；帮贫困户改造了危房；

给贫困、特困老人买了养老保险……
2012年11月22日深夜，郭建南

因劳累过度去世，年仅50岁。当同事
第二天早晨发现时，他仍坐在办公桌
前，桌上有一份没写完的工作方案。

电影《南哥》导演郑华20日在京
介绍，影片由孙洪涛、茹萍、艾丽娅主
演。他力求在片中将郭建南刻画为

“暖男”形象，在表现“南哥”攻坚克难
致力于扶贫事业的同时，也在细节之
处融入家庭、亲情等温馨元素。

此外，郑华介绍，影片将通过岭
南山水体现“南派电影美学”的美学
特征，以此更好地表现主人公的行为
美、心灵美。

电影《南哥》塑造扶贫干部“暖男”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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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喜剧片《因为爱情》10月上映

《因为爱情》中的魏大勋（左）郭姝彤

马达加斯加
中国电影展开幕

据新华社塔那那利佛9月20日电
（记者文浩）“2017马达加斯加中国电
影展”开幕式，19日晚间在马首都塔
那那利佛举行。作为中马建交45周
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电影展将为马
达加斯加观众带来6部风格不同的中
国电影。

在为期一周的电影展上，《智取威
虎山》《龙门飞甲》等6部中国影片将
与当地观众见面。

电影《六年，六天》
讲述大学生村官故事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
史竞男）讲述大学生村官故事的电影
《六年，六天》将于10月17日起在全
国上映。这部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为主出品的影片，聚焦“大学生村
官”“人生信仰”等社会热点话题，反映
当代青年的真实生活。

该片由沈东执导，唐国强监制，王
骁、姜瑞佳领衔主演，吴刚、高云翔、冯
远征特别出演，共有60余位老中青三
代演员联袂演出。影片围绕一对年轻
人的爱情故事展开，讲述了他们在担
任大学生村官和选择出国留学的过程
中成长蜕变并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

我国时尚界发起
传统图案研究保护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张辛欣）近
日，时尚界发起成立“爱慕皇锦—传统图案研究与
应用中心”，以抢救濒临失传的图案纹样，并将通
过共享等方式促其传承与创新。

传统图案不仅是文化瑰宝，也是时尚产业的
灵感源泉。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辉说，
当前，中国正在由时尚消费国向时尚引领者转型，
迫切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提升价值。传
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也需要服装载体。

以敦煌为例，敦煌壁画和彩塑艺术作品中就
有着大量的图案素材，却因为时间流逝和手绘等
难度，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应用。年过八旬的
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设计研究专家常沙娜说，她
用了10余年的时间，仅整理出3本图案纹样。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
也在全行业推进传统图案的生产性保护，引进新
锐设计师力量，建立相关的制度保障体系，将传统
纹样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

中外专家学者齐聚紫禁城
探索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施雨岑）世
界古代文明遗产正面临着怎样的威胁？如何让它
们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20日，中外学者来到
近600年历史的紫禁城，在以推动各国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工作及古代文明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主
旨的“太和·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上就这些问
题展开讨论、交流经验。

来自阿富汗、中国、埃及、希腊、以色列、意大
利等共21个国家的文化与外交官员、博物馆馆
长、考古学家、历史学者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委员会等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出席论坛。

在为期2天的论坛中，与会者将就“古代文明
遗产的传承”“古代文明遗产的当代价值”“古代文
明的考古学观察与丝路考古”等议题展开讨论，进
一步共同充实文明古国战略协作关系内涵，建立
更加紧密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更深入地探索古
国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更深刻地理解
文明古国的交流、合作模式及其规律，以实现和平
发展、合作发展、包容发展，文化自信、文化包容和
文化复兴的共同梦想。

在2016年的论坛上，与会嘉宾们通过持续深
入的探讨，共同发起了《太和宣言》。此次论坛由
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共同主
办，得到外交部、文化部、新华通讯社、国家文物局
的支持以及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学会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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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爱海口·动起来“海口
碧桂园杯”2017年海口市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比
赛近日在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战罢。本轮过后，鼎
力飞虎海师依旧排名第一，金众实业老爷车上升至
第二名，海南大公鸡海字营足球俱乐部排名第三。

本轮第一场比赛在翔之队与海南大公鸡海字
营足球俱乐部队之间展开。比赛双方拼尽全力，最
终翔之队1：3不敌海南大公鸡海字营足球俱乐部。
在随后的比赛中，金众实业老爷车3：1力克海南岁
月明星足球俱乐部。海口琼山区青年队5：2胜皇家
11人。海南神话足球俱乐部以2：2和澄迈龙城地
产金冠足球队握手言和。位于积分榜榜首的鼎力飞
虎海师延续良好的状态，以5：3战胜德裕皇马花园。

本轮比赛过后，积分榜有了重大变化。鼎
力飞虎海师队以13分、14个净胜球高居榜首；
金众实业老爷车以12分、2个净胜球位居第二；
海南大公鸡海字营足球俱乐部以10分、8个净
胜球位居第三。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海口市足协
承办。

海口市足球超级联赛战罢第6轮

海师队暂居积分榜首位

冠军：万宁代表队
亚军：海口海航红色战车队
季军：五指山队
第四名：临高青年队
第五名：三亚海浪晨晖队
第六名：海口琼山青年队
第七名：文昌一点资讯队
第八名：儋州代表队
最佳射手：李欧（五指山队）
最佳门将：林贻忠（五指山队）
最佳教练员：王存得（万宁代表队）
最有价值球员金球奖：黄翔春（万宁代表队）
最有价值球员银球奖：杨培虎

（海口海航红色战车队）
最有价值球员铜球奖：郑成智（五指山队）
最佳裁判员：黄淼、张杨帆、叶芬、温永昌

卢传章、蔡敬文、傅声、邢增江
陈国基、甘树然

体育道德风尚奖：海口海航红色战车队
最佳组织奖：陵水银风科技队
优秀组织奖：临高青年队
最具网络人气奖：临高青年队
（注：本届赛事吸引省内21支队伍、近600名

运动员参加，历时近5个月，共赛112场）

2017第 12届环岛赛将于10月
28日至11月 5日举行，本次比赛是
亚洲顶级的2.HC级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
支知名车队来琼参赛。省体育赛事
中心主任张华透露，本届环岛赛有4
大亮点。

首先，赛事的国际化元素更丰
富，国际范更浓。根据环岛赛组委会
今年6月份拜访国际自盟总部时收
到的意见，本届环岛赛将从形象设
计、起终点布置、赛事配套活动、证件
管理、宣传推广等方面借鉴国际成熟

的经验和做法。如赛事主形象将采
用国际主流的简洁设计；起终点按照
功能分区严格管理；赛事证件标明通
行权限，规范持证人行为。优化新闻
媒体宣传报道的环境和流程，按照国
际大赛标准为国内外记者提供周到
服务；进一步提升餐饮服务水平，保
障餐食的国际化口味和质量。此外，
还将邀请更多国际自行车专业人士
加入工作团队，共同打造更具国际范
的自行车顶级赛事。

其次，竞赛线路难度更大、景色更
美。本届赛事总里程达到1571.2公

里，设置了15个爬坡点，刷新了环岛
赛总里程、爬坡点设置记录。皇后赛
段安排在第七赛段的三亚至五指山路
段，难度和悬念进一步提升，提高了赛
事观赏性。同时，赛事路线与海南独
具特色的滨海风光、雨林秘境、海岛风
情以及黎风苗韵完美结合，充分展现
海南之美。

第三，坚持央视全程直播+全球
直播的转播模式。2016年，与中央电
视台、环法赛运营机构合作实现了赛
事全球直播，是2016年度中国唯一开
展全程全球电视直播的顶级自行车赛

事。通过拜访国际自盟总部、考察多
个国际赛事，从各方的反馈来看，去年
的比赛国际直播成效显著，环岛赛的
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明显提升。今
年，组委会将与央视制作团队深化合
作，不断提高电视直播的节目质量和
观赏性，力争把环岛赛的精彩电视画
面推广到更多国家和地区。

第四，赛事活动与旅游等相关产
业深度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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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岛
内群众骑起来，岛外游客骑进来，赛事

景区串起来，骑游产品卖起来”的赛事
与旅游融合发展新格局。除每年推出
的旨在贴近群众，推动全民健身的公
益骑行之外，还将加强与体育旅游专
业公司合作，重点打造和推介5天4
晚环岛赛精品线路挑战之旅；将赛事
活动（如开闭幕式、赛队出发和颁奖、
荣誉骑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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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的岛内外体
育爱好者爱上骑行。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

国际范更浓 竞赛难度加大 央视全程直播 比赛和旅游融合

2017环岛国际自行车赛有四大亮点

本报那大9月20日电（记者易
宗平）今天，2017年海南儋州国际马
拉松赛开始接受国内外选手报名，
至11月 18日截止。参赛规模将达
到 1.5 万人。此次赛事浪漫之处在
于，情侣选手可将有纪念意义的 4
位数字报给组委会，定制专属情侣
的号码布。

2017年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
将于12月24日在儋州鸣枪起跑，参
赛项目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
松、5公里迷你马拉松。赛事奖项丰
富，增设中国籍运动员名次奖、跑团
PK奖、年龄段男女分组奖等。竞赛
项目及规模为：男、女全程马拉松
（42.195 公里），限报2000人；男、女
半程马拉松（21.0975 公 里），限报
3000人；男、女迷你马拉松（5公里），
限报1万人。选手可登录2017海南
儋州国际马拉松赛官方网站（www.
danma.cn），采用“先到先得”的报名
方式，报满为止。

儋州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有关
负责人说，本届马拉松赛事以“冬季，
春天里；跑马，迎圣诞”为主题，紧密结
合儋州的自然生态和历史人文特点，

打造有诗意主题、海南特色风情的赛
事，具有多个亮点。

据介绍，这些亮点包括：一是增加
半程马拉松项目，设置半程情侣跑。
情侣们可将自己有纪念意义的4位数
字报给组委会，定制专属情侣们的号
码布。二是对全程马拉松项目，增设
跑团PK赛，邀请国内知名跑团跑者
参加，并设置跑团PK奖项。三是增
设年龄段分组奖。全程中国籍运动员
按照年龄段男女各分为5组，每年龄
组的前20名可获得赛事个人奖金。
四是推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相结
合，打造全民参与、全民健身与全民
健康相融合的平台，首次设置5公里
纪念奖牌。五是着力打造以“跑者体
验为核心”的高品质赛事，让选手过
一个“跑者style”的圣诞节。六是儋
州属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环境宜人，
空气清新。到儋州参加此次马拉松
赛，可谓是在“春天里的冬天”来一场

“清肺之旅”。
据了解，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

已成功举办了7届，连续两年被中国
田径协会认证银牌赛事，是目前海南
省唯一被评为银牌赛事的马拉松赛。

“儋马”接受国内外选手报名
“浪漫赛事”可定制“情侣号码布”

9 月 20 日晚
上，省第18届业余
网球公开赛开拍。
比赛吸引了省内外
281 名球手参加，
总奖金10万元。

图为选手在
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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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9月20日电（记者张
期望）9月19日，国家体育总局负责
人为万宁市授牌，冲浪国家队培训基
地（以下简称培训基地）正式落户万
宁日月湾。

据介绍，随着冲浪项目成为
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冲浪国家队的筹建和备战工作已全
面启动。培训基地将按照国际水准
建设，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
培训条件，成熟的管理机制，高水平
的教练队伍，满足冲浪国家队为
2020东京奥运会冲浪项目备战的培
训条件。

培训基地将负责为冲浪国家队
以及全国青少年后备人才提供训练
场地、住宿餐饮、文化教育、运动康复
治疗和科研等服务。同时，将作为每
年在日月湾举办国际冲浪赛事和国
家级冲浪赛事的赛事配套，做好赛事
的服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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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杯”海南青年足球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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