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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国家话剧院新作《陶
里街二十三号》将于9月29日至10月8日在国话
先锋剧场演出。该剧通过身为作家的母亲和追逐
音乐梦想的女儿之间暗流涌动的生活，传达“直面
真实寻找真我”的主题。

编剧厉程18日在京介绍，剧中，在陶里街二
十三号的阁楼上，无聊乏味的日子里，这对母女一
次次选择通过虚构梦幻来达成自己对于现实的退
让和妥协，而在一场因爱而生的矛盾之后，她们终
于走上回归真实，直面生活的心灵之路。

该剧导演王婷婷说，剧中的母女关系呈现出
纠结缠绕，矛盾畸形的状况，实际上这样的家庭关
系在当代社会中十分常见，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很
多父母都面临着教育的困惑，不得不选择用束缚
的方式来守卫亲情。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她说，“本剧以母
女关系为基点，谈及爱、责任、勇气等诸多话题，最
终发出核心的拷问：人应该如何面对生活并从中
寻找生命之意义与自由之出路。”

国家话剧院推出新作

《陶里街二十三号》
29日起连演10场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卫
小林）今天下午，冯小刚新片《芳华》在
海口中影国际影城上邦店举行海南地
区超前看片活动，业内人士、媒体记者
和影迷共百余人，把影城3号厅挤得
满满当当。大家都知道冯导这部新片
在海口开拍，因此当片中真的出现有
关海南的内容时，观众席上立刻产生
强烈反响，有人笑了，有人鼓掌了，有
人议论开了，电影放映结束后，观众厅
里还响起了热烈掌声。

片方华谊兄弟公司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芳华》是今年1月5日在海口
开拍的，单在海南就拍了大半部电影的
戏份，因此直到3月份还在兴隆热带植
物园里取景拍摄。该片开机之时就宣
布定档今年国庆档期上映，冯导也非
常尊重电影制作规律，加班加点赶制，

最终定档9月29日在海南与全国
各大院线同步上映，将与国庆档

上映的其他题材或类型影片打擂台。
记者看片时了解到，《芳华》中有

关海南的内容是，男主角刘峰退伍后
来海口打工遇到不合理对待，就在他
要跟对方动手之际，偶遇过去文工团
女战友出手相救。而女战友老公忙于
生意，与特地来海口见自己的妻儿只
吃了一顿饭便又跑去三亚拿地，这些
情节引发观众会意而热情的笑声与掌
声。片中那些昔日有理想、有激情、有
故事的文工团成员们，后来因文工团
解散而各奔东西。没追到女战友林丁
丁的刘峰，最终却与暗恋自己多年的
何小萍走到了一起。战火与青春交
织，文艺与道路相撞，芳华与岁月并
行，引发观众沉思。

放映结束后，业内人士和媒体记
者站在影厅门外进行了热烈讨论，大
家一致公认冯小刚这部新片与他曾经
执导的战争题材电影《集结号》不相上

下，是又一部力作。有人认为这也是
一部“另类”的青春片，它与《致青春》
《同桌的你》等校园题材青春片不同，
是一部关于军队大家庭里的“另类”青
春成长电影，令人刻骨铭心。也有人
表示，《芳华》是一部有关人生经历的
心理类型电影，主要描写如何治愈“孤
独”，女主角何小萍因受欺负产生孤独
感，到部队后并未改变际遇；刘峰被称

“活雷锋”时，其实已被整个文工团孤
立，他搂了一下自己喜欢的林丁丁，后
来却因此受处分，因此《芳华》不仅让
观众落泪，而且也让影迷深思，它没有
歌颂什么，而是提醒大家要铭记历史，
纪念先烈，珍惜和平。还有人认为，
《集结号》探讨了人性，为当事人讨了
一个公道，《芳华》的内容纯粹是冲着
青春成长和人物性格而拍的，没有大
道理，但对上世纪70年代文工团成员
们的青春和心理却挖得很深。

冯小刚新片《芳华》海口超前看片
将于9月29日在海南各大院线上映

本报椰林9月21日电（记者林
晓君）陵水黎族自治县近日举办
2017 年黎族原生态民歌声调培训
班，为民歌传承人、爱好者、乡镇文艺
骨干等提供培训平台，参加培训的60
名学员年龄均在40岁以下。

本次培训班为期10天，培训内

容为黎族短调、长调、罗尼调、四亲调
和三更调。为保证培训质量，培训班
特别邀请到全省唯一一个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黎族民歌长调传承人黄
明光和两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
族民歌四亲调传承人王取荣、三更调
传承人王桂荣作为本次民歌培训班

的授课老师。
“润的住在松涛头，赛哈散居山

海杞。”悦耳的歌声从课堂中传来，学
员在老师带领下，合唱着黎歌短调
《叙祖歌》。“老师向我们传授黎族原
生态民歌演唱知识、技巧和如何掌握
民歌传唱要领。”来自提蒙乡的民歌

爱好者吉亚燕说，这是自己第一次参
加专业培训，希望能借此提高唱功，
参加明年的“三月三”活动。

陵水民宗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举
办培训班旨在保护、传承和发展黎族
优秀传统民歌，加强民族文化艺术人
才队伍的建设。

陵水举办黎族原生态民歌培训班
据新华社安曼9月20日电 （记

者林晓蔚）为期一周的2017年约旦国
际短片电影节，9月20日在约旦首都
安曼皇家文化中心落下帷幕。由杨宇
飞执导、甲丁和苏娜担纲男女主角的
中国香港影片《寂静的爱人》，获得电
影节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美术
指导三项大奖。

据介绍，电影节共有来自全球20
个国家和地区的35部作品入围，角逐
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
男女主角等9个奖项。

电影节前身是2004年创立的约
旦短片电影节，是目前约旦唯一的国
际电影节。

本届电影节评委会由来自5个国
家的6位评委组成，伊拉克导演穆罕
默德·舒凯里·贾米勒担任主席，中国
电影人何钦是评委之一。

《芳华》中的刘峰（左）和何小萍 讲述白衣天使心路历程

电影《你若安好》定档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卫小林）一部讲

述白衣天使心路历程的医疗题材电影《你若安
好》，今天宣布定档10月17日在海南与全国各大
院线同步上映，这是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该片由著名电影剧作家赵葆华担任
编剧，知名导演刘抒鹃执导，演员阵容包括保剑
锋、隋源、孙茜、田牧宸、李木子、翟小兴、袁霞、嘉
央桑珠、马可悦、刘之冰、谢芳、郑爽、王彤、田华、
瞿颖、陶玉玲、张光北等影迷们熟悉的新老明星，
可以说涵盖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影人。

记者了解到，该片通过全科实习医生金闪闪
的视角和命运变迁，反映了我国医疗改革的时代
大主题，塑造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的感人至深
的医务工作者形象，倾情书写了当下医疗行业的
突围、变革和白衣天使们面对新命运时的新选择。

在片中，著名演员保剑锋饰演的潘峰，是一位
传递正能量的男主角。隋源饰演的金闪闪，道出
了医务工作者对于患者生命的格外珍惜。孙茜饰
演的梁婧娴，田牧宸饰演的英勇，翟小兴饰演的武
主任，与其他中老年电影人扮演的角色一样，都将
是栩栩如生的医生或患者形象，对医患关系这个
很少有人触及的领域，将进行一次深入揭示。

香港片《寂静的爱人》
在约旦斩获三项大奖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记
者王思北）中国作协文学工作者职业
道德委员会21日在京成立，将建立
起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自律
与他律相结合的工作机制，积极营造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良好
行业生态。

中国作协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
委员会由28名来自各文学门类的作
家代表和相关社会人士组成。成立
后的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委员会将
积极倡导德艺双馨，督促文学工作者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
纪守法、服务社会、乐于奉献，树立良

好社会形象，积极营造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学事业的良好行业生态。

“作家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是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要发挥好文化
人的作用，首先要求作家具有美好的
道德情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用高
尚的情操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

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会上说，文
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委员会的成立，是
加强文学界行业管理、行业自律，推动
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铁凝
表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坚持
修身养性，崇德尚艺，以对德艺双馨
的不懈追求提升文学的品格。

中国作协成立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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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王
黎 刚）2017 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
（CTA-Open）“海南网协”杯海口钻
石赛暨海南省第18届业余网球公开
赛，今晚在海南省体育中心网球场结
束了第一阶段的比赛。比赛吸引了
省内外 281名球手参加，总奖金10
万元。

今年的比赛参赛球手水平较高，
刚参加完全国学生运动会的南京师范
大学网球队的5名球员也抵琼参赛。
排名国内业余男子网球前两位的孙一
鸣和叶子豪出现在了本次比赛的赛
场，国内著名业余球手毛亮也参加了
比赛。在本次比赛的第一阶段，外省
的“过江龙”球手表现突出。其中，第

一次来琼参赛的广西业余高手罗毅轻
松从小组出线。排名国内业余女子网
球第6名的杨嘉琦首次参加海南公开
赛。她目前是名高三的学生，在母亲
的陪同下来海口参赛。

本次赛事是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
（CTA-Open）全国系列赛的传统赛
站，是中国网球协会为推动全国群众
性网球健身活动的普及与提高，与海
南省网球协会联合打造的全国性业余
网球高积分级别的经典赛事。组委会
为了让更多的参赛者有机会获得奖
励，赛事采用普惠制奖励制度，设男女
单打、双打和混双。其中，双打分为青
年组和常青组2个年龄组。此举旨在
通过年龄划分，让更多的人公平参与

网球竞赛，推动海南省网球运动普及
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记者注意
到，参加本次比赛男子常青组的大多
为海南本土球手。

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举办多年，
先后在国内80多个城市举办了近两
百站不同级别、有积分的赛事。海口
站自2012年开始举行以来，受到了全
国业余网球爱好者的欢迎和社会各界
的赞誉，成为海南一项重要的全民健
身体育活动。

本次比赛得到了海南省体育总
会、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海南体育
职业技术学院、智海王潮传播集团、韵
动吧（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
的鼎力协助。

海南省业余网球公开赛激战正酣
国内众多业余高手亮相海口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7年
全国沙滩足球锦标赛南区决赛近日
在广东省阳江市结束，以海南大学为
班底组建的海南代表队勇夺第5名，
晋级10月14日在浙江舟山举行的
总决赛。

本次比赛南区参赛的12支队伍
分为4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角逐，之后进
行交叉排位赛。海南代表队是海南省

足协以海南大学为班底组建，海南大
学体育老师王群担任主教练。海南队
的小组赛晋级之路颇为坎坷，因为台
风影响，海南队无法启程，在第一轮比
赛之前未能赶到赛区，按照赛制规定
判弃权，海南队0：3广州失利。此后对
阵阳光恒大，队员们全力拼搏，3：2险
胜对手，一胜一负晋级交叉排位赛。

交叉排位赛中，海南队首战遭遇

阳江金鹰，双方大打进攻足球，海南
队以3：4惜败。但此后，海南队顶住
压力，打出“小快灵”的特点，连胜江
西队和广州足协队，以南区决赛第五
名晋级总决赛。

总决赛将于10月14日至16日
在浙江舟山举行，采用集中赛会制，参
赛的16支队伍分为4个小组，前两名
出线进行交叉排位赛，决出前8名。

全国沙足赛南区决赛获第五名

海南沙足队杀入全国总决赛

本报三亚9月21日电（记者孙
婧）2017全国帆板俱乐部联赛（秦皇
岛站）近日在河北省青岛市结束。三
亚代表队的黎族小伙王舒乐、符泽分
别取得第一名和第三名。

据悉，此次三亚代表队派出了8
名队员，分别来自天涯中学、凤凰中学

以及三亚技师学校，年龄在12岁至
18岁，均为三亚黎族和回族的少年。
这批少年是从三亚推广帆船帆板公益
培训计划中训练出来的。

2017全国帆板俱乐部联赛正在
全国多个城市开展区域赛，最终将于
11月17日至19日在三亚进行总决

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和青少年组。
“三亚的帆船帆板运动发展较

快，帆船公益培训计划将在更多校
园和社区举行，预计到2018年底，
三亚地区拥有帆船帆板爱好者近
万人。”三亚市帆船帆板协会会长
贾丹说。

全国帆船帆板俱乐部联赛秦皇岛站结束

三亚黎族少年获桂冠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以“全民
健身、挑战自我”为主题的2017年
海口亲水节系列活动之游泳比赛近
日在假日海滩温泉亲水乐园落幕，
50多名运动员参赛。

经过角逐，陈少君、傅骄阳、谭
新天、李学顺分别夺得各自项目的
冠军。而每个参赛者都收获一份礼
品，让大家非常开心。

2017海口市亲水节已经进行
了沙滩寻宝、泡泡跑、沙滩足球和沙
滩花妆趣味跑等系列活动，让市民

游客乐在其中。每个周末都有许多
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参加丰富的趣
味性活动。

本次游泳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
主办，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海口假日海滩开发管理
有限公司承办。

2017海口市亲水节系列活动
旨在打造独特的全民健身品牌的同
时，推广具有海口地域特色的全民
健身活动，扩大亲水运动在市民群
众中的普及。

海口亲水节系列活动举行游泳赛

国象男子世界杯半决赛
丁立人慢棋战平苏伟利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中国国际象棋协
会消息，当地时间20日，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
斯进行的2017年国际象棋男子世界杯个人赛半
决赛第二盘慢棋较量中，丁立人执白经过58回合
再度战和苏伟利，双方慢棋1：1打平，将通过快棋
加赛争夺决赛席位。

世界排名第13位的丁立人是中国头号男子
棋手。本次比赛中，他连过五关进入四强，创下了
中国棋手在此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在半决赛
中，他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八的美国棋手苏伟利。

当地时间21日下午，丁立人和苏伟利将进行
快棋加赛。

在另外一组半决赛中，亚美尼亚名将阿罗尼
扬和法国棋手瓦谢尔也在两盘慢棋中均下成和
棋，他们也将通过快棋加赛争夺决赛席位。

中国女排世预赛两连胜
据新华社阿拉木图9月21日电 中国女排20

日在阿拉木图进行的2018年日本世界女排锦标
赛亚洲区预选赛A组首战中，以3：0击败斐济队，
获得开门红。在第二场比赛中，中国队3：0胜哈
萨克斯坦队。

中国队的朱婷、张常宁、袁心玥等主力在和斐
济队的比赛中首发登场。面对实力一般的对手，
中国队以25：5、25：10和25：14轻松拿下比赛。
张常宁拿下10分，成为中国队得分最高的球员。

中国队所有队员都在本场比赛中出场。执行
教练安家杰赛后表示，这是预选赛的第一场比赛，
他希望每个队员都能找到状态。

本次女排世预赛亚洲区分成两个组进行，A
组在哈萨克斯坦比赛，B组比赛在泰国举行。小
组采用单循环赛制，每组前两名将获得晋级世锦
赛的资格。中国队所在的A组还有澳大利亚、哈
萨克斯坦和中国台北队，B组则由朝鲜、韩国、伊
朗、越南和泰国队组成。两个小组的比赛都于9
月20日至24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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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0：1皇家社会
马竞2：1毕尔巴鄂
莱加内斯0：0赫罗纳

拉科鲁尼亚1：0阿拉维斯
塞维利亚1：0拉斯帕尔马斯

图为选手在游泳比赛中。小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