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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4月2日电 （记者王
黎刚）记者从昨天在三亚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由海南省帆船运动协
会牵头，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与司
南杯帆船赛携手发起一项新的国际
帆船赛事——中柬国际帆船拉力
赛。该项赛事预计今年下半年举行，
从三亚起航。

组委会希望将其办成中国第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帆船长航拉力
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顶级的国
际帆船赛事。

“碧桂园杯”2018第九届环海南
岛国际大帆船赛1日晚在三亚半山
半岛帆船港落下帷幕。IRC1-6组
各船队的名次均揭晓，升洋队、大连
佳海游艇帆船队、倍易基金亚太航海
队、真奥帆船队、海上轻骑队、京津启
航队获得各组冠军。

汕头市体育运动学校诺莱仕
帆船队和北京阳帆队则分别获得
全环航线（三亚-海口-三亚）和半
环航线（三亚-陵水-万宁-三亚）
的“最快冲线奖”。其中，汕头市
体育运动学校诺莱仕帆船队以 1
天 1小时 2分 10 秒打破了此前由
友宝号保持的海帆赛东线时间纪
录。而本次海帆赛的 1 号赛船碧
桂园凤凰通号则获得“最佳国际
团队奖”。

组委会副主任、省文体厅厅长林
光强致闭幕辞，他表示海帆赛创办以
来，赛事品质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
扩大，已经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
帆船多日离岸拉力赛，为推进帆船运
动在海南普及、促进国际体育交流、
发展体育产业、营造体育文化氛围，
做出了积极贡献。

海南又有一项大帆船赛诞生

中柬国际帆船拉力赛下半年起航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8“碧桂园杯”第九届环海南
岛国际大帆船赛吸引了30多名高水
平的外国船员和几名重量级的外籍
裁判员参加，这些“大腕”有的是第一
次参加海帆赛，有的是海帆赛的老朋
友。在他们眼中，海帆赛很具挑战
性，以后有望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拉力
赛之一。

海帆赛挑战性强

580海里的海帆赛里程长、风向
和风力变幻无常、挑战性高，这些让见
多识广的外籍水手也有些“吃不消”。

Double Dutch号船长荷兰人
马丁参加过6届海帆赛，他说：“和我
6年前第一次参赛相比，海帆赛的竞
技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不再是‘白帆
点点’，而有更多装备黑色高科技碳

纤维赛帆的帆船出现在海上，这说明
参赛选手对帆船投入加大了。本次
比赛前几名差距很小，证明比赛更激
烈了。”

海口号-同济EMBA蓝鲨帆船
队舵手Jam来自美国，他是首次参
加海帆赛。他说：“海帆赛名不虚传，
特别有意思，不是简单地最快从A点
跑到B点，而是要制订环全岛的航行
战术，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考虑地
形、水流、风向、风摆和渔网等因素。
在500多海里的航行中我们换了50
多次前帆、球帆，船员们跑下来，帆船
技术都大有提高。”

“碧桂园凤凰通号”英国籍船员
保罗是一名医生，海帆赛给他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他说：“海帆赛让人捉

摸不透，西线有近6个多小时的无风
区，又有海流，难度很大，东线顺风跑
下来又很刺激。”

海帆赛“长大了”

“2013年的海帆赛就像一个小
婴儿，在赛事组织等方面还处于起步
阶段。此后每年我都能看到海帆赛
的进步，就像看着一个婴儿慢慢长
大。现在，海帆赛已经办得非常专
业，无论是比赛组织、赛程设置、参赛
船只，都和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海帆赛国际仲裁主席、国际帆联副主
席安娜说。

荷兰人马丁深有同感。他说，海
帆赛的技术手册最早的时候只有一

些航行规则和船队介绍，而现在的技
术手册里内容丰富，有竞赛技术团队
名单、港口泊位图、国际信号旗等。
竞赛手册不仅内容丰富详细、通俗易
懂，而且还给参赛船员、工作人员带
来便利，这些都有中英文对照。

世界帆联竞赛委员会成员、赛事
总裁判长马里娜说，2016年比赛实
现首次直播后，今年更上一层楼，增
添了GPS定位轨迹。此举不但对船
队实时跟踪，还方便了观赛者在网上
和手机上看比赛，体现了比赛公平性
的同时，也保障了船员的安全。

未来能成世界重要拉力赛

世界帆联竞赛规则委员会主席

伯纳德·邦奴，担任本次赛事总监。
他说，海帆赛已能和世界顶级大帆赛
比肩，未来能成世界重要拉力赛之
一。

他说，海帆赛历经9届赛事的举
办，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航行最长、难度
最大、组织运营最复杂的帆船赛事，并
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数百名精英水手参
赛。海帆赛既充满挑战性又充满了乐
趣，这是为什么赛事每年都能吸引到
越来越多的外国选手参赛的原因。

马里娜认为，海帆赛的规模每年
都在扩大，参赛选手的水平越来越
高。组委会不强调船队数量，而是更
注重船队的技术水准，每一支参赛队
的船员都是训练有素的水手。

（本报三亚4月2日电）

众多外籍“大腕”眼中的海帆赛

“碧桂园杯”2018海帆赛

参加2018海帆赛的帆船在三亚湾海域角逐场地赛。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海口举行网球邀请赛
本报讯 天鹰网球俱乐部举办的首届东方·天

澜汇网球邀请赛1日在海口四季华庭网球场结
束。共有4支球队6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加。

本次大赛为团体比赛，最终，东方·天澜汇网球
队不负众望夺得冠军，四季华庭网球队荣获亚军，海
南天鹰网球队和幸福狐狸网球队并列第三名。海口
市龙华区网球协会会长喻佑生说：“网球是一项非常
有益身心健康且不受年龄限制的运动，我们希望通
过比赛宣传、推广和普及网球运动。” （体讯）

英超热刺战胜切尔西
据新华社伦敦4月1日电（记者王子江）英超

联赛1日在这里进行了第31轮的两场比赛，托特
纳姆热刺队3∶1战胜主场作战的切尔西，28年来
首次在斯坦福桥球场击败对手；阿森纳在最后15
分钟连入三球，以3∶0战胜了位居倒数第二的斯
托克城，依旧名列第六。

这场失利让切尔西与排在第四名的热刺的差
距拉大到8分，距赛季结束还有7场比赛，他们下
个赛季参加欧冠的希望愈加渺茫，果真如此的话，
上个赛季带领“蓝军”赢得英超冠军的主帅孔蒂下
课也进入了倒计时。

西甲战报
马竞 1∶0拉科鲁尼亚
巴伦西亚 1∶0莱加内斯
马拉加 1∶0比利亚雷亚尔
埃瓦尔0∶0皇家社会
西班牙人0∶0阿拉维斯

（注：马竞以20胜7平3负、积67分的成
绩稳坐西甲第二。）

NBA昨日战报
火箭83∶100马刺
勇士 117∶107太阳
骑士98∶87独行侠
76人 119∶102黄蜂
公牛 113∶94奇才

步行者 111∶104快船
篮网96∶108活塞
鹈鹕 104∶109雷霆
魔术88∶94老鹰
爵士 121∶97森林狼
掘金 128∶125雄鹿
灰熊98∶113开拓者
国王84∶83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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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王
娇 通讯员倪伟）3月31日下午，著名
作家、编剧严歌苓读者见面会在海口
市解放西路海南凤凰新华书店举行。
严歌苓通过与读者热烈互动，分享了
自己的创作历程和对文学的认识。

严歌苓身兼作家、编剧双重身份，
精通中、英文双语写作，她创作的小说

和编剧的影片均曾荣获国际大奖，为
严歌苓在中国内地聚焦了大量人气。

当日下午的活动还未开始，现场
已是座无虚席，读者更早已翘首期
盼。“海口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在
严歌苓一声响亮而亲切的问候声中，
海口读者见面会正式开始。

现场读者踊跃举手，争先恐后向

严歌苓提问。其中，有书迷交流阅读
感受，也有文学爱好者讨教写作方法，
有翻译工作者询问英语学习方法，还
有妈妈读者就培养“作家孩子”取经。

面对读者的“花式”提问，严歌苓
一丝不苟地回答。对回答读者“苦难
和写作是否有关系”一问时，严歌苓
说，当今的人面临的更多的是精神上

的苦难，而非肉体上的苦难。她认为，
文学可以分两种，一种为“消费文学”，
它能提供暂时的“避难所”，以缓解人
们的痛苦，另一种则能让人发现自己
与这个世界、历史的关系，严歌苓认为
她自己从事的便是后一种文学。

见面会后，严歌苓还为书迷现场
签售，气氛热烈。有位书迷竟带来严

歌苓全部已出作品前来签名留念。
严歌苓透露，她的下一部作品是

关于开垦者、拓荒者的故事。此次来
海口，不仅是为了读者见面会，也是为
作品筹备工作来采风。

见面会是第十届海南书香节系列
活动，由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
责任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

严歌苓与海口读者见面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计思
佳）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林业局获悉，
以“湿地之美”“我与湿地”为主题的
海口市首届湿地保护摄影、中小学生
征文比赛拉开帷幕，本次比赛总奖金
3.9万元，投稿截止日期为4月30日。

据介绍，摄影比赛总奖金3.4万

元，其中设一等奖 1名，奖金 8000
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5000元；三
等奖3名，奖金各2000元；优秀奖10
名，奖金各1000元。中小学征文比
赛分小学组和初中组，各设一等奖1
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
10名，优秀组织奖中小学各1名。

应征作者可将作品发送至组委
会邮箱（hainan@gefwetland.com），
摄影比赛由海口市摄协和活动主办
方组成评审小组评审，征文比赛由海
口市教育局和活动主办方组成评审
小组评审。

海口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海口市希望通过摄影、征文大赛的形
式，发动一切热爱湿地的人们，用清
晰的镜头和流畅的笔头，去发现、体
验并欣赏湿地独有的自然和人文风
情，挖掘和讲述与湿地有关的故事，
进一步提高全民湿地保护意识，推进
海口申报国际湿地城市工作。

海口市首届湿地保护摄影征文比赛启动
应征投稿将于4月30日截止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由海口图
书馆主办的《公共图书馆法》宣传活
动近日在海口举行，海口新华书店有
限公司、海南省求是全民阅读俱乐部
向海口图书馆捐赠一批图书用于本
次活动，现场还免费向市民赠送《公
共图书馆法》及捐赠书籍，同时开展
了《公共图书馆法》有奖知识问答。

据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
法》）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7年
11月4日通过，自2018年1月1日起
施行。为贯彻执行《公共图书馆法》，
推进公共图书馆标准化、均等化，促
进公共图书馆数字化、社会化发展，

提高服务效能，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
的基本文化权益，发挥公共图书馆的
教育阵地作用，海口图书馆举办了此
次宣传活动。

记者了解到，在户外宣传活动
中，有110多名海南医学院等我省高
等院校的全民阅读志愿者参与。他
们徒步或骑行，从海口乐普生商厦出

发，途经东方广场、滨海公园、万绿园
等地，发放《公共图书馆法》并免费赠
送书籍给市民。海口图书馆还在馆
内一楼大厅举办了《公共图书馆法》
图片展。

本次活动由海口图书馆主办，海
南省求是全民阅读俱乐部承办，海口
市全民阅读推广协会协办。

印度片《起跑线》
明天海南上映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卫小林）随着印
度电影在我国不断热映，又有一部印度喜剧影片
《起跑线》将于4月4日在海南各大院线与全国院
线同步上映，目标瞄准清明档，这是记者今天从我
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起跑线》由印度著名男星伊尔凡·可
汗和巴基斯坦女星萨巴·卡玛尔领衔主演。伊尔
凡·可汗是中国影迷熟悉的印度男星，他2008年
就出演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2012年又出演了李安执导的《少年派的奇幻漂
流》，同年还演出了好莱坞大片《超凡蜘蛛侠》，
2015年又出演《侏罗纪世界》，2016年出演了《但
丁密码》，是2014年第8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
主角奖得主，在亚洲影坛可谓实力派明星，影迷不
会陌生。

记者了解到，《起跑线》讲述了一位印度服装
店老板拉吉和太太米塔为了让女儿皮娅接受更好
的教育，两人想出各种办法，但当他们眼看就要把
女儿送进名校时，事情竟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
化。该片内容虽是一个简单的择校故事，但由于
它对印度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刻反省，因而也被称
为印度的话题电影，2017年5月19日在印度上映
后，还曾引发热议。

我省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两年，印度影
片《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相继引进，并且分
别在我国取得了12亿多元和7亿多元票房，3月
上映的《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也收获了2.85亿元，
因此业内人士对《起跑线》的票房前景很看好。

海口图书馆举行《公共图书馆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刘梦晓）临高县
“拥抱新时代·建设新农村”脱贫致富
主题晚会日前在该县大雅村委会和
占村举行。

据了解，临高县大雅村是省委宣

传部和临高县委宣传部的扶贫点。
一年多来，大雅村帮扶工作开展有
序，产业发展项目初见成效，村庄基
础设施建设成绩突出。为了加快脱
贫攻坚的步伐，进一步激发困难群众

的内生动力，临高县歌舞团精心组织
了这台文艺晚会。

晚会围绕“扶贫先扶志，文艺来
助力”思路，把临高特色文化、扶贫政
策宣传、文艺惠民演出融为一体，让

贫困户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坚定
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勇气。

晚会由临高县委宣传部、临高县
文联主办，临高县博厚镇委、镇政府
协办，临高县歌舞团承办。

把特色文化、扶贫政策宣传、文艺惠民演出融为一体

临高举办脱贫致富主题文艺晚会

陵水启动2018年
全民阅读活动

本报椰林4月2日电（记者李艳
玫 通讯员符宗瀚 林婵婵）2018年陵
水黎族自治县全民阅读活动日前在
中央民大附属中学陵水分校启动。

据介绍，此次活动以“推进全民
阅读、共建书香陵水”为主题，以提高
全县人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
为目标，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该县将通过开展丰富
的阅读推广活动，扩大全民阅读的社
会影响力，吸引群众参与到阅读活动
之中，进而培养“人人爱读书、勤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好习惯，推进
书香陵水建设。

诗集《无声的水鸟》
文昌首发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由符策坚
主编的诗集《无声的水鸟》近日在文
昌首发。诗集收录了符策坚、陈堂
川、林明宝、林小宁、张寒冰、王维妙6
位文昌籍诗人的新诗152首。

诗集中，6位诗人的诗篇均呈现
出浓郁地域特色。内容上有对爱情、
亲情的歌吟，有对劳动者的礼赞，有对
小人物命运的关切，更有对生活的感
悟。手法上，6位诗人个性鲜明，不少
诗作画面感强，读来令人赏心悦目。

该书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
版发行，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创新书
店等均有售。

许鸿飞雕塑展博鳌开展
本报嘉积4月2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王

日明）春之“鳌”游——许鸿飞雕塑博鳌美丽乡村
展昨天在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开展，曾跟随许鸿
飞在世界各地巡展的8件雕塑作品，走入了南强
村的村口、林荫、村居、海边。

本次雕塑展展出了许鸿飞创作的《童趣》《迎
风》《在路上》《吻》《快乐时光》等8件作品，整个展
览主题定为“春之‘鳌’游”，既寓示着许鸿飞的雕
塑在春天里带给观众喜庆气氛，也寄望博鳌南强
美丽乡村建设能够吸引游客“遨游”。

许鸿飞是全国政协委员、广州雕塑院院长、国
家一级美术师。其作品以生活化、接地气见长，尤
其是他塑造的肥女人雕塑，给观众带来很多欢乐。

本次展览由琼海市委宣传部指导，琼海市博
鳌镇委、镇政府支持，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举办，
将持续至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