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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第五届海
南省校园“文明修身”书画设计摄影
作品展暨第五届“海经创意杯”海报
绘画展日前在海口经济学院开幕，展
出了全省各高校师生近期创作的书
画、设计和摄影佳作200余件。

据介绍，海南省校园“文明修身”
书画设计摄影作品展由海南省社科

联指导，此前已成功连续举办了四
届。本届作品展还得到了省妇联等
单位的支持，并被列入“海南省社团
活动月”项目。本届展览创作主题围
绕全省文明大行动展开，旨在推动我
省各高校积极开展文明大行动，全面
提升大学生文明素养，加强校园文明
建设，同时将艺术融入大学生日常生

活，激发大学生创作灵感，凝聚大学
生创新智慧，陶冶大学生道德情操，
激励大学生修身成才。

记者了解到，参展的200余件作
品涵盖了书画、设计和摄影三大艺术
门类，参展作者均来自全省各高校，
如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海口经济学院等，尤其

是各高校艺术专业的师生占了绝大
多数。参展作品既有对传统的继承，
更有在当下的艺术创新，充分表达了
我省高校师生对海南前景的美好祝
愿，展现了海南高校师生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

据悉，本届展览为期7天，将持
续至6月22日。

海南省校园“文明修身”书画设计摄影展举行
“海经创意杯”海报绘画展同步举办

洋浦连续举办9场
山歌剧表演

本报洋浦6月19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罗其才 邓晓龙）连日来，洋浦经济开发区以当地
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剧表演形式，连续举办9场
文艺会演，引导群众树立社会文明新风尚，提升当
地社会文明程度。

首场山歌剧表演《父亲，我爱你》在洋浦新英
湾区春鸣社区联排房前拉开帷幕。此剧由海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儋州调声代表性传承人唐宝山
团队编排，将具有本地特色的调声、山歌与话剧巧
妙结合，吸引了逾2000名当地群众观看。

据介绍，该剧讲述身患疾病的儿子，在康复后
与乡下父母产生误会，两年多时间里拒绝与父母
见面。直到有一天，儿子得知父亲跪求医生救自
己后，才幡然悔悟，消除了对父母的误会，转变成
为孝老爱亲的好青年。后来，儿子又回乡投身家
乡建设，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传孝老爱亲的优
秀品德。

洋浦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山歌剧巡演是
洋浦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的重要活动之一。通过
举办山歌剧演出，在全区营造尊老爱幼、男女平
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和谐的家庭文明氛
围，以家风带动民风，以民风影响乡风。

本报三亚6月19日电（记者孙
婧）纽约时间6月16日，2017-2018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第七赛段颁奖礼在
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市举行，三亚新奇
世界半山半岛号船队（以下简称三亚
号）获颁赛段亚军，综合7赛段总积分
目前暂列榜首，成为赛季夺冠大热门。

本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启动

至今已近一年，第七赛段从美国西雅
图出发，经巴拿马，最终抵达纽约。
各赛船途径加勒比海、北大西洋，总
航程2000海里，经历了复杂地理环
境的考验，也遇到了大规模、长时间
雷雨和暴风天气。

三亚号船员传回消息称，在10
天比赛时间里，三亚号不间断监视天

气预报和其他赛队赛况，多次临场变
换战术。尤其是进入大西洋后，面临
得分门争夺与否问题，船员们进行了
多次讨论，最终决定放弃得分门争
夺，取直奔纽约终点路线全速前进，
在最后24小时内连续反超3艘赛船。

在纽约休整期间，三亚市旅游委
借机在纽约举办并参与了三亚旅游

专场推介会、三亚号帆船出海体验、
三亚号—自由女神像广告球帆拍摄、
纳斯达克全球合作伙伴论坛、走进
《纽约会客厅》等活动。

三亚市旅游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以克利伯赛事为依托，三亚“借船出
海，扬帆远航”，将使三亚旅游目的地
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得到更大提升。

海口举行七人制足球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开幕之际，海口市“影子世界杯”七人制足球赛日
前在海口世纪公园开踢。

据了解，此次赛事围绕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主题展开，比赛赛程与俄罗斯世界杯赛程同步，共
有省内32支队伍、512名足球爱好者参赛。参赛
球队通过抽签决定各自代表世界杯的国家队，并
按世界杯赛程展开比赛，赛事将从6月14日举办
至7月15日，为期1个月。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支持，海口市足球
协会主办，海南虎跃足球俱乐部承办。

本报三亚 6月 19 日电 （记者孙
婧）6月的南海之滨骄阳似火，而比天
气更热的是三亚市村际排球联赛的现
场。6月19日，分区赛进行到三亚市海
棠区，各地赶往该区风塘村赛事现场的
群众，不仅为球队喝彩，也见证了三亚
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融合、排球运动激
情重燃的时刻。

“好球！”“接住！”“打！”“哎
呀！”……风塘村委会广场上，红、绿两
队比分咬得很紧，强力扣杀，巧妙拦网，
惊险救球，场上每个精彩瞬间，都伴随
着场外观众的一阵阵喊声。

球场周边，每一处树荫下、凉棚或
屋檐下，都挤满了观赛的群众。他们中
有怀抱孩子的女性，有骑在摩托车上的
男子，还有在诊所门口边打吊针边昂首
张望的患者……

三亚市文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三
亚举办首届村际排球联赛，10天报名期
间，各区村委会就有30支队伍、360名
排球爱好者报名。在6月9日至12日举
行的天涯区分区赛中，平均每天吸引了
超5000人次排球爱好者到场观赛。

“我们也没想到现场人气这么火
爆！”三亚市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由于该市广泛引进和策划各类国
际和民间体育赛事，同时完善社区和农
村健身硬件设施，带动基层健身人群数
量不断攀升，举办村际排球联赛，能将
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相结合，进一步促
进公共体育资源向基层延伸。

据悉，6月30日前，三亚各分赛区
将决出前两名，晋级全市总决赛。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王
黎刚）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联合海南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中
竞互动（深圳）教育有限公司开设电
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学制三年，
学历大专。这是我省大专院校首次
开设电子竞技专业，为我省电子竞
技行业培养高素质人才。

目前，电竞行业逐渐成为体育
产业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其产业
链不断完善。在中国，电竞产业拥
有全球最大市场，但电竞行业从业

者却为数不多，管理和运营人才更
是紧缺。截至目前，我国电竞用户
高达5.66亿人，但电竞从业者仅有5
万人，从业者以爱好者为主，电竞行
业需要高校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
相周表示，该院开设电竞运动与管
理专业，在专业培养目标上，将坚持

“基础扎实、特长突出、一专多能、适
应性强”为宗旨，凸显以学生为主
体、以职业为根本，培养高级实用型
电子竞技人才的办学理念。在教学
规格上，不仅会注重对电竞专业技

能的培养，还将重视对学生进行人
文学科的基础教育。通过因材施
教、拓展实践以及专业资格认定，使
每位学生都能得到专业上的提升。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前身为
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创
办于1989年12月，是一所集体育职
业教育、省级运动训练、体育科研三
位于一体的全日制普通高等体育职
业院校。该院目前开设社会体育专
业、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运动训练
专业、休闲体育专业和高尔夫球运
动与管理专业。

三亚举办首届村际排球联赛

6月 15日，在2018年全国田径
冠军赛暨大奖赛总决赛（亚运会选拔
赛）男子100米决赛中，23岁的定安
小伙江亨南以10秒29的成绩夺冠，
斩获印尼亚运会参赛资格。面对优
异成绩，这位定安小伙子今天接受记
者采访时满怀憧憬地说：“亚运会并
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渴望有一天能
为海南带回奥运奖牌。”

“只有跑进前两名，才能获得亚
运会参赛资格，所以比赛时，我脑海
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拼了！”江亨
南告诉记者，此前，他的100米个人
最好成绩是10秒41。为了亚运会选
拔赛，他紧张备战了多半年时间，每
天保持规律的作息，在固定时段进行
训练，严格执行备战计划。“成绩增添
了我的信心，让我相信自己还有更多
的潜能可以开发。”江亨南说。

6月18日是端午节。江亨南当
天专程赶回老家定安县定城镇潭榄
村，和亲友、教练相聚。“大家知道我
取得这样的成绩都很开心，都鼓励我
一步一个脚印，更加努力地往前走。”
江亨南说，虽然他肩负着不小的压
力，但父母和教练始终相信他，并鼓
励他为国征战，发挥出最好水平。

“海南选手第一次在男子短跑
项目中闯进亚运会，这是值得自豪
的事。希望本地群众能多给他一
些关注和支持。”曾任江亨南教练
的杜震介绍，江亨南顶着身体伤痛
和家庭经济困难等多重压力，却仍
能在比赛中稳定发挥，夺得傲人成
绩，令人欣慰。

本周末，江亨南将结束短暂休

假，飞回北京专注训练，为8月份在印
尼雅加达举行的亚运会备战。“本月
25日，我将和其他运动员一起参加国
家队的选拔培训。”江亨南说，这也意
味着他离奥运梦想更近了一步。“参
加奥运会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希
望自己能够不断突破，有朝一日为家
乡带回一枚宝贵的奥运奖牌。”

（本报定城6月19日电）

广电总局叫停
“O泡果奶”等违规广告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记者白瀛 史竞
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9日通报，一些电视台播
出的“O泡果奶”“莎娃鸡尾酒”“邦瑞特植物防脱
育发露”等广告，存在导向偏差和夸大夸张宣传、
误导受众等严重违规行为，已要求各级广播电视
播出机构停止播出。

通报称，宣传“O泡果奶”“莎娃鸡尾酒”的电
视广告，部分内容含有表现学生早恋和少男少女
饮用酒精饮品感受等情节，价值导向存在偏差，易
对未成年人产生误导，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宣
传“邦瑞特植物防脱育发露”“汉方育发素”“飘宣
秃大夫发根活力素”的电视广告，存在夸大夸张宣
传、误导受众等严重违规问题。

通报称，上述广告违反了广告法、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等规定。

勇夺亚运会选拔赛男子百米冠军的定安小伙江亨南：

“渴望有一天能为海南带回奥运奖牌”

海南电竞选手越来越多，图为选
手在训练中。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第七赛段结束
三亚号夺得亚军

➡ 三亚村际排球联赛打得火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丝绸之路
国际美术馆联盟
在北京成立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
周玮）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19日
在北京成立，来自俄罗斯、希腊、匈牙
利、乌克兰、越南等“一带一路”沿线
1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美术馆和重
点美术机构代表见证了这一时刻。

当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成立仪
式上，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于群表
示，相信在中国美术馆以及各成员馆的
共同努力下，美术馆联盟将为“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地区美术馆深化交流互
鉴提供广阔平台，为美术馆界创新发展
路径开辟重要渠道。期待未来美术馆
联盟与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
术节和图书馆联盟一道，秉承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则，坚持互学互鉴互利的理
念，不断夯实团队班底、加大资源配给
力度、建立交流协调机制、开展丰富多
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早日收获并共享一
批“一带一路”文化发展成果，为实现

“一带一路”沿线民众的相互理解、相互
尊重和相互信任，打造责任共担、利益
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当天，中国美术馆还举办了“包容
与共进——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
论坛”暨联盟第一次会议，来自法兰西
艺术院、俄罗斯国家艺术科学院、白俄
罗斯国家美术馆、乌克兰国家艺术科
学院等机构的代表就相关议题进行深
入研讨。此外，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
联盟艺术展同期举办，展出来自14个
沿线国家的17件艺术精品。

史诗歌剧《鉴真东渡》
首度唱响宝岛台湾

据新华社台北6月19日电（记者陈君 查文
晔）由江苏演艺集团打造的史诗歌剧《鉴真东渡》
18日首度唱响宝岛台湾。

当晚在位于新北市的台湾艺术大学举行的首
场演出，虽然遭遇绵密大雨，岛内观众依然如约前
来，可容纳逾千人的演艺大厅座无虚席。

新北市民王先生说，虽然不甚了解“鉴真东
渡”的史实，但作为佛教信徒，对这段一千多年前
的传奇故事充满好奇，“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化
深厚，想要多了解一点”。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诵经与歌剧相结合，颇具
冲击力。”台湾青年京剧演员朱柏澄说，希望未来
能借鉴这部剧的表达方式，多与大陆同行合作。

歌剧《鉴真东渡》讲述了唐代鉴真大师在日本
遣唐僧荣睿的恳请下，毅然东渡日本传播佛法和
中华文化的故事，再现鉴真及其弟子历尽艰辛的
真实历史和心路历程。

此后，该剧还将在新北、台北、高雄三地演出
5场。

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将于7月开幕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周玮）记者从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获悉，以“点亮五洲童心，塑造
美好未来”为主题，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
月14日至8月25日举办。

1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儿艺院长尹
晓东介绍，本届戏剧节将持续43天，来自中国、巴
西、日本、俄罗斯、印度、比利时、美国、罗马尼亚、
阿根廷、南非、韩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挪威、克罗
地亚、波兰和中国台湾地区的38家儿童戏剧团体
携61台剧目演出229场，将惠及16万观众。同
时在济南、成都、辽宁设立戏剧节分会场。

本届戏剧节涵盖中外优秀儿童戏剧展演、艺
术研讨和丰富的戏剧活动。这不仅是五大洲优秀
儿童戏剧作品首次齐聚戏剧节，同时也是金砖国
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建立后的首次联合展演，
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将
在戏剧节期间举办。

据了解，本届戏剧节100元以下低票价占总
票数的40%，同时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孤残儿
童、低保家庭等困难群体免费派发公益演出票，并
邀请其参加戏剧体验活动。

江西永丰发现
一处葫芦形
明清古城址

据新华社南昌6月19日电（记
者袁慧晶）记者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获悉，经7个多月时间科学考古，
位于江西永丰县的明清恩江古城址被
证实为最早不晚于明代嘉靖年间所
建，且为江西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
最好、结构最清晰的古代县城城址。

据了解，恩江古城址位于永丰县
恩江镇天保村，呈东北——西南走向
的葫芦形状。南北直线距离长1050
米，东西直线距离宽940米，总占地面
积约55万平方米。2017年 11月至
2018年 6月期间，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永丰县
博物馆联合组队，对明清恩江古城址
进行了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

此次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长度
3000余米的古城墙，其中城墙上大量
出现的“嘉靖三年官造”字样的铭文砖
表明，目前保留下来的恩江古城址最
早不会晚于明代嘉靖年间所建；“皇清
乾隆十一年官修”“道光廿九年重建”
等铭文砖的出土，表明该城址在清代
乾隆与道光年间进行过大规模维修；
所发现的八个城门中，其中老东门使
用到民国时期，大西门20世纪70年
代仍在发挥通行作用。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电竞专业
为我省培养电子竞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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