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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卫小
林）海南热爱微电影的人真是太多
了，记者今晚从海南省微电影联盟协
会（筹）在海口点测光摄影中心举办
的“海南微电影公益讲座”上看到，
100多位热爱微电影的人士欢聚一
堂，聚精会神地聆听讲座，成了冬日
冷风中一道火热的文化景观。

讲座中，海南著名作家张品成、

著名电影编剧晓剑、知名影视制片人
战胜、电影编剧李德成分别登台开讲，
为我省热爱微电影的人士传经送宝，
内容包括微电影主题策划、编剧技巧、
拍摄策略、商业营销等多个方面。
100多位听众或认真聆听，或专心笔
记，表现出在琼拍微电影的很高热情。

筹建中的海南省微电影联盟协
会相关负责人在讲座上表示，在海南

拍摄制作微电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前景十分广阔。海南微电影创作应
积极融入市场，通过建立微电影发展
专项资金等多种举措，推动海南微电
影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该负责人说，协会正式成立后，
将整合海南现有的36支专业微电影
摄制团队，打造9大门类、不同投资
规模的微电影，目前已搜集到报题约

180部，将以最快速度拍摄制作完
成，向全国电视、网络视频播放平台
发行，深度探索商业化微电影制作模
式。其中，“点击收费”“广告投资”

“众筹参股”等六大模式，引起现场听
众浓厚兴趣。未来，协会将积极谋划
海南微电影发展大计方针，助推海南
微电影事业“以微见大”，实现海南影
视业“弯道超车”。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2018博鳌
国际时尚周2月1日在我省琼海市博
鳌镇开幕，300多名来自国内外的时
尚和艺术领域精英参加开幕式，这也
标志着博鳌正式迈出了打造世界时尚
之都的坚实步伐。

据介绍，本届博鳌国际时尚周为
期5天，共有11场时尚秀上演，来自
10个国家的 20位新浪潮时尚设计
师，携带20个品牌亮相，参加展示的
知名品牌包括SLAVA ZAITSEV、
Alexander King Chen、π以及
JL-Jessica等。时尚周上的国际品
牌，也首次选用清一色的亚洲超模助
阵，展现国际水准和中国时尚形象的
有机交流与融合。

随着博鳌国际时尚周的开幕，
琼海市也以此为契机，加快推动时
尚产业、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琼
海市相关负责人在开幕式上表示，
琼海市将抓住机遇，面向海南、面向
全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逐步将
博鳌国际时尚周打造成世界·时尚·
博鳌名片。

主办方之一的海南可可纳特音乐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部位于香港，主
要从事时尚艺术行业的文化传播工
作，曾参与组织和承办2015年海口法
国夏至音乐节、2016—2017上海时
装周、2017儋州中韩当代艺术双年展
等活动。2017年，海南可可纳特音乐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式落户琼海，致

力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国际文化推广
和传播工作。

据了解，在开幕式现场，知名音乐
人EVA以及法国著名音乐人戴亮专
为博鳌创作的歌曲《永远在博鳌》，由
中、英、法、俄四国语言唱响，其中文歌
词融入古诗词，极具中国风，这也是
《永远在博鳌》首度公开亮相，其MV
也首度揭开面纱。

据悉，时尚周将举行“泰时尚态
度”论坛等4场时尚论坛，旨在让艺术
找到大众，让大众认识时尚，让博鳌以
崭新色彩吸引世界目光。

本届博鳌国际时尚周由琼海市人
民政府、海南可可纳特音乐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发力时尚产业 打造城市名片

2018博鳌国际时尚周开幕

模特在2018博鳌国际时尚周上展示时装 小晴 摄

陵水举行
“候鸟”人才文艺汇演

本报椰林2月1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符宗瀚 胡阳）1月31日下午，陵水黎族自治县人
民会堂里灯光璀璨，欢声笑语，2018年陵水“候
鸟”人才文艺汇演在此举行，来自四方的“候鸟”们
载歌载舞，提前迎接2018年春节。

一首激昂澎湃的大合唱《美丽陵水我的歌》拉
开了演出序幕，演唱者们用歌声表达了对陵水的
热爱。歌舞《欢腾的节日》《高粱红》《都塔尔欢乐
的聚会》等随后上演，既富有民族韵味，又充满活
力。悠扬婉转的二胡、萨克斯等器乐演奏，慷慨激
昂的京剧联唱，让现场观众大饱耳福。知名女高
音歌唱家接厚芳带来的歌曲《美丽家园》掀起了演
出高潮，赢得阵阵掌声。

以本次“候鸟”人才文艺汇演为契机，陵水黎
族自治县委组织部在现场开展在陵“候鸟”党员信
息登记，通过指导党员填写信息登记表、赠送并为
其佩戴党徽、引导“候鸟”党员加入交流群等方式，
帮助“候鸟”们找到组织，感受到“回家”的温暖。

在“候鸟”集中的小区，陵水政府与企业一起
为“候鸟”策划丰富多彩的迎春活动。特色巡游、
文化艺术展、周末集市等接二连三，“候鸟”们借助
活动展现了自己绘画、书法、摄影等方面的才艺。

陵水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举办一系列迎新春活动，在丰富本地市
民群众文娱生活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候鸟”人才
对陵水文艺事业的推动。

本报保城2月1日电（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符桃心）省文体厅、东华大
学、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今天下
午正式签订协议，合作成立“东华大
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驻海南保亭传
统工艺工作站”。工作站将为我省振兴
传统工艺搭建平台，这也是我省开设的
首个振兴传统工艺工作站。

据悉，工作站成立后，将以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为重点，通过改善材
料、改进设计、改良品质，提升传统工
艺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提高从业者收
入，扩大传统工艺者就业；帮助当地
培育品牌，推动设计研究，实现当地
元素与现代生活融合。同时，三方还
将以工作站为平台，开展研习培训、

示范引导，帮助当地培养传承人群及
管理队伍，增强传统工艺发展后劲，
形成可供借鉴推广的经验。

以工作站为平台，将建立综合交
流机制，创新设计合作，汇聚各方资
源，在国内外相关平台展示、销售海
南传统工艺产品；创建海南窗口，在
省内外历史文化街区、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和旅游景区，设立传统工艺品
展示、展演、展销场所和网络展销窗
口，推动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文
化商业综合区建立展示展销窗口。

签约仪式结束后，工作站第一次
联席会议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
体局举行，会议就工作站近期、中期
工作计划进行了商讨。

海南微电影公益讲座吸引上百人聆听

我省与东华大学合作成立传统工艺工作站

以黎锦为重点振兴海南传统工艺
持续开展“迎新春文化进万家”活动
儋州为基层送图书“年货”

本报那大2月1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王敏权）快过年了，该为基层送什么“年货”呢？近
日，儋州市图书馆和市博物馆开展“迎新春文化进
万家”活动，为基层送出一批图书“年货”，丰富基
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月31日，儋州市“迎新春文化进万家”活动
为新州镇新州社区送去近200本图书，现场展出
了一批文物图片和党的十九大报告读物、历史、科
技、伦理道德等书籍。尽管下着小雨，但不少群众
仍驻足欣赏精美图片，品读各种书籍。

据了解，除了新州镇，目前儋州市已在峨蔓、
和庆等地开展了送图书“年货”活动，共送出图书
500多本。

儋州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迎新春文化
进万家”活动坚持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走进军营、
走进山区，积极传播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和普及
经典文化。

继在波黑、克罗地亚演出后，北京
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欢乐春节”中东欧
巡演团日前到达第三站波兰演出。图
为演员们在波兰首都华沙国家大剧院
表演舞蹈《千手观音》。此后，该团还
将前往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表演。

新华社记者 石中玉 摄

中国舞蹈波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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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教育厅和省足协共同主办的
2018年海南青少年校园足球冬令营，
近日在海南省足协裕东足球基地举
行，近60名省内小学生球员在这里进
行了10多天的技战术和身体素质的
封闭训练。记者今天走进冬令营，尽
管气温很低，寒风阵阵，但孩子们练得
满头大汗，非常开心。

一个技术动作要练几十次

小球员们分为4支球队，每支球
队10多个人。每天上午的训练由技
术训练、传接训练、攻防战术和射门练
习4大项组成，每队轮换训练，每项训
练半个小时；下午，4支球队进行分队
教学赛。

今年70岁的老教练冯嘉年来自
广州，是省足协青训副总监。在本次

冬令营中，他负责技术训练。冯嘉年
青训经验丰富，认真负责，多年来曾为
广州培养和输送了陈志钊和卢琳等多
名职业球员和国脚。冯指导说，技术
训练的关键环节就是让这些12岁以
下的孩子多接触球，提高球性。“只有
打下了扎实的技术基础，孩子们以后
才能在足球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在半
个小时的训练中，冯指导给小球员们
设计了由简到繁，由静到动，由慢到
快，由无对抗到有对抗的技术练习。
在练习每个技术动作前，70岁的冯嘉
年都要亲自做示范。冯嘉年说：“看着
孩子们的技术慢慢有了提高，感觉很
有成就感，仿佛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在技术训练中，海口滨海九小六年级
的李兹思练得特别专注。他说：“在这
里每天一个技术动作至少要练几十
次，多的要反复练上百次。在冬令营

这10多天收获不小，技术动作规范了
许多。”

4人和西班牙同龄球员有一比

冬令营共有6名教练，其中3人
是“老外”。省足协青训总监、西班牙
人安东尼就是其中的一个。安东尼负
责传接球训练，看到队员们练得热火
朝天，童心未泯的他也披挂上阵，参与
孩子们的训练。安东尼说，孩子们分
4个队在4块场地轮换训练，这种方式
像玩游乐园一样，能调动孩子们的训
练积极性，2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并
不觉得枯燥。已经来琼2年的安东尼
早已融入了海南足球青训，他说，海南
的青训起点较低，前两年踢球的孩子
不多，他要哄着、求着孩子到他这里练
球。现在踢球的海南孩子多了，我们

可以挑人组队了，像这次冬令营的营
员就由选拔产生。

安东尼曾是西班牙著名甲级队毕
尔巴鄂队的青训教练，在他眼中海南足
球少年的实力并不差。他说：“这次冬
令营中有4个孩子完全可以跟上西班
牙同龄球队的训练。海南的小球员技
术能力和西班牙的孩子有一比，但在
足球思维方面差距较大。不过，我们
有信心通过几年的努力，为海南培养
出高水平的青训球员或国字号球员。”

10名小门将练得苦

在冬令营中，主办方特意挑选了
10人组成了守门员集训队。这10名
小门将来自海口、三亚和陵水等地。
虽然裕东足球基地是天然草足球场，
但孩子们每天要倒地扑球近百次，每

个孩子的大腿外侧都擦破了皮。
陵水中山小学六年级的李其煊才

当了一年的门将，在这次冬令营中深
受教练的喜欢。这是他第一次来海
口，他非常珍惜这次训练的机会，在训
练中他总是勇敢地扑对手的脚下球和
单刀球。农垦三小六年级的门将杨黎
很喜欢西班牙籍的守门员教练，他说：

“这个老外叔叔训练的花样很多，要求
严格，我们在一起很快乐。”

每天上午两个小时的训练、下午
一场教学赛，这样的运动量对11、12
岁的孩子们来说已经不小了。不过，
这些小球员们似乎精力充沛，每天中
午和晚上都会加练。李兹思说，和这
么多同龄的球员们在一起训练很高
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探营海南青少年校园足球冬令营——

海南足球的未来将从这里出发

2月1日，平昌冬奥会组委会在平昌举行运动员村
开村仪式。图为开村仪式现场。 新华社发平昌冬奥会运动员村举行开村仪式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记者1日
从教育部了解到，到2025年，我国要
再创建3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
长王登峰在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2015年以来，全国已认定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218所，
每所学校每周面向所有的学生开设一
节足球课，组织课余足球训练和校内
足球竞赛。几年来，招收高水平足球
队员的高校由原来的 77 所增加到
152所，增幅超100％。

我国将再建3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日前，记者从
省足协获悉，省足协近日与海口玉沙实验
学校就足球人才培养和输送达成合作。

据省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海南省足球协会改革调整方案》文件
精神，为海南省培养出更多有前途的
足球运动员，并推动校园足球发展，海
南省足球协会与海口玉沙实验学校就
足球人才培养和输送达成合作。

按计划，海口玉沙实验学校组建一
二年级梯队，按照省足协梯队青训大纲
要求建设和训练，同时要保障学校足球

场地，尽最大可能满足足球活动开展。
从 2017 年 9月开始，海口玉沙

实验学校一二年级每班每周要上一
节足球课，并组建低年级梯队进行训
练，举办了低年级足球嘉年华活动和
低年级足球联赛等多项校园足球活
动，全面提升校园足球氛围。刚组建
的海口玉沙实验学校梯队从今年寒
假开始进行冬季集训。此外，下学期
新组建的海口玉沙实验学校梯队将
根据省足球协会青训大纲指导训练，
每周集训3次。

省足协青训出招
与海口玉沙实验学校共同培养足球苗子

2月1日，在法国兰斯室内田径赛女子60米
决赛中，中国运动员韦永利以7秒43的成绩获得
第五名。图为韦永利在女子60米决赛中。

新华社发

法国兰斯室内赛女子60米

韦永利获第五名

羽超联赛林丹输球

青岛爆冷不敌浙江
新华社慈溪 2 月 1 日电 （记 者 肖 亚 卓）

2017—2018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半决赛
1日在慈溪体育馆结束，由老将林丹领衔的常规
赛冠军青岛仁洲队爆冷不敌浙江能源队无缘决
赛，林丹在关键的第四场男单比赛中以0：2不敌
浙江队的黄宇翔。另一场半决赛中，厦门特防队
以3：0的总比分淘汰了江苏安妮儿队。

连续两届卫冕冠军青岛队拥有林丹、张楠、
骆赢和骆羽等多名国手，常规赛期间他们取得了
11胜1负的骄人战绩，以联赛头名的身份进入半
决赛。经抽签，他们在半决赛中的对手是浙江
队。从阵容实力上来说，青岛队占据优势，正如
浙江队的女单选手陈雨菲在赛后所说，“我们整
体实力在青岛之下，尽力去打就可以，大家都是
去拼的心态”。

浙江队在决赛中的对手将是厦门队，后者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以3：0 的总比分淘汰了江
苏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