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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8月25日电（记者刘
操）25日下午，由中视影业（海南）投
资有限公司出品，海南省委宣传部、西
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和中视影业
（海南）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纪录
电影《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在拉
萨举行路演。《藏北秘岭》是中国首部
展示西藏羌塘无人区腹地普若岗日冰
原的大型纪实探险电影，已入围第42
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

普若岗日冰原海拔高度在6000米
至6800米之间，面积400多平方公里，
是世界上最大的中低纬度冰川，1999
年首次被中美科学家联合考查时发现
并被确认为世界上除南极、北极之外的
第三大冰川。《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
以羌塘无人区恢弘壮美的风光为背景，
讲述了一群怀揣梦想的电影人，在激情
与勇气的指引下，结伴探索藏北无人区
普若岗日冰原，并在生命禁区中完成自

我找寻与和解的故事。
“今天在拉萨，我们回到了梦想开

始的地方。”中视影业（海南）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藏北秘岭》制片人蔡宇
表示，自己10年前第一次藏区自驾，深
深爱上了这片雪域高原，仿佛回到了
自己梦中的家园，在自己走过的所有
地方里，羌塘无人区最让他感动，自己
也萌生了拍摄一部羌塘电影的想法。

《藏北秘岭》的拍摄地主要集中在

被誉为人类“生命禁区”的羌塘无人
区，这是平均海拔达5000多米的高寒
地区，摄制组携带大量设备极限挑战
了 40天，总行程达 3441.511 公里。

“羌塘就像是整个人类童年的故乡一
样，它是很值得被探索的，有很多不为
人知的神秘之处，等待着被人挖掘。”
影片“95后”女导演饶子君说。

海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尤
铮表示，近年来，海南加大力度发展影

视文化产业，吸引了一批有实力有市
场的影视制作公司来海南落户。海南
将在电影拍摄制作、电影展映、电影发
行、影院建设等方面继续加大扶持力
度，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促进影视文
化产业发展，推出更多优秀电影作品。

据悉，《藏北秘岭》将于8月31日
登陆全国院线，9月下旬或者10月上
旬，同步登陆欧洲，这也是海南第一部
登陆欧洲院线的影片。

海南影片《藏北秘岭》拉萨路演
该影片已入围第42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

队伍“小鬼当家”

国家冲浪队主打“年轻牌”，绝大
部分队员年龄在20岁以下，只有队长
赵远宏26岁。

冲浪队聘请了美国、法国和澳大
利亚3名外籍教练。国家队领队兼教
练、海南队主教练马福来说，冲浪运动
源自欧美，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是冲
浪强国，他们的到来，对提高中国冲浪
水平有很大帮助。不但运动员受益，

我们的教练员的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2017年3月，国家冲浪队在万宁

日月湾组队成立。经过两个月的短
暂训练，国家队当年5月赴法国参加
世锦赛，随后又到美国夏威夷和印尼
巴厘岛集训。队员们很珍惜在国家
队的训练机会，他们一天两练，每天
要在海上泡6个小时。赵远宏说“在
外籍教练和中方教练的的指导和管
理下，我们的进步很快。以前我们都
是冲浪‘发烧友’，是看视频学习外国
选手的技术，模仿人家的动作，对冲

浪技术一知半解，在浪尖上总感觉别
扭，发不出力，或者是发力不到位。
这一年多来，外教传授我们正规的技
术动作，特别是在浪尖上如何选择正
确合理的动作。现在我们在浪尖上
时心里有谱了，动作能定型了。”

赵远宏是广西人，8前年他来海
南读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海南，
工作之余喜欢上了冲浪运动。凭借
对冲浪运动的执着，他入选了国家
队。他说：“海南人灵活性好、反应
快，玩冲浪很有天赋。最近一年多，

海南的冲浪水平整体提高幅度较
大。在省运会冲浪比赛中，我在半决
赛就被淘汰了，可见省运会冲浪比赛
的竞争相当激烈。”

“偷着练”要被处罚

国家冲浪队领队兼教练马福来
为队伍制定了队规，让老马“尴尬”的
是一年多来没有一个队员违反纪律，
他制定的规定没用上。老马说：“队
员们都太喜欢冲浪了，恨不得每天晚
上抱着冲浪板睡觉。”

马福来以前是船帆队的主教练，
在执教帆船队时，老马有时候要敲队
员的房门提醒他们该训练了。来到
国家冲浪队后，老马反而怕他们“偷
着练”。他说：“冲浪运动真是‘蓝色
鸦片’，一天不让他们下海冲浪他们
就难受的不行。有些选手天不亮就
抱着板偷偷摸摸下海自己练，我最担
心队员们在海上遇到危险。要求他
们必须两三个人结伴下海，还必须征
得主管教练的同意。”对于不经教练
同意“偷着练”的队员，老马的处罚手
段很“残忍”，不让他们训练，并且罚
他们站在海边看队友冲浪。赵远宏
说，这招很管用，让违反队规的队员
站在海边看队友练能把他“馋死”。

在严格的管理下，队伍的成绩提
高较快。赵远宏说，队伍刚成立参加
国际比赛，成绩惨不忍睹，冲浪比赛
一道浪的满分为10分，队员们最高得
2分。经过一年多的刻苦训练，现在队
员们在国际大赛一道浪平均能得5分，
最好成绩能达到6分。赵远宏的下一
个目标是在国际大赛上一道浪得7分
到8分，冲击奥运会入场券。

海南冲浪好戏还在后面

国家队中有13名海南籍选手，海
南队目前有20多人。马福来说，海南
冲浪的好戏还在后面。

在2017年全国锦标赛上，海南冲
浪队成绩非常突出，夺得了多个项目
的第一名。对此，马福来并不知足。
他透露，他正在谋划把海南队打造成
有3个年龄段的梯队，每个梯队若干
人。力争再用几年时间，把冲浪项目
打造成海南的“拳头项目”。他说：

“冲浪是智能和体能相结合的项目，
非常适合海南人开展。在国内，海南
冲浪起步早，训练方法对头，有高水
平外教执教，训练环境一流。海南冲
浪队没有理由不出好成绩。”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扫一扫海南体育

陈晶晶师生音乐会
8月31日举行

本报讯“新时代！新生代！‘00后’歌唱美好新
海南——庆祝建省30周年陈晶晶师生音乐会”8月
31日将在海南省图书馆音乐厅举行。

我省青年歌手、优秀教师陈晶晶将携三名
“00后”首批大学生杨凯婷、刘典、冯心怡，演唱17
首中外经典歌曲和海南原创歌曲，唱出新时代下
的海南新生代的全新风貌。

杨凯婷、刘典、冯心怡三人分别被西华大学、
星海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录取。她们在陈晶晶
的指导下，多次在省内外各大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其中，杨凯婷获得2016年超级女声海南直通区亚
军和校园新歌声海南赛区中职组冠军，刘典获得
2015年第五届中国少年儿童艺术节海南赛区声乐
类金奖，冯心怡和刘典获得2016年海南省中小学
生校园歌手比赛高中普通组一等奖等。 （小文）

省排球联赛定安开赛
本报定城8月25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王伦）24日晚，2018年“力加杯”海
南省排球联赛在定安县灯光球场开幕。比赛吸引
了10支队伍参加，共设定安、临高、琼中、文昌4
个赛区。在揭幕战中，海师大队以3：0战胜海大
队，主场作战的定安队以1：3不敌海口队

比赛采用九人制排球竞赛规则，分两个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A、B两个小组分别进行小组赛，
小组赛第一名直接进入第二阶段比赛，小组赛第
2名和第3名进行交叉赛，胜者参加第二阶段的比
赛争夺冠军的资格，负者并列第5名。

省青足赛部队企业组预选赛结束

海南港航青年队夺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21天、15场的角

逐，“激扬青春·快乐健康”2018年海南省青少年
足球赛部队企业组预选赛25日结束。海南港航
青年队在决赛中3：2险胜海航集团队，夺得冠
军。海航集团队屈居亚军。海南核电有限公司队
名列季军。这3支球队将代表该组参加9月份开
始的2018年省青少年足球赛总决赛。

海南省军区队和农发行海南省分行队分别获
得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2018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由共青团海南
省委、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
厅、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共同
主办。

国家冲浪队：海南籍选手占八成
在国内举办的省级运动会上，设

冲浪比赛的省运动会海南是第一个。
参加海南省运会冲浪比赛的共有40
多名选手，他们代表了国内冲浪最高
水平。国家冲浪队成立一年多以来，
经过了3次严格的选拔。最终，国家
队由16名高水平选手组成，其中海南
籍选手占了8成。

2016年8月冲浪项目被列入东京
奥运会项目，2017年3月，国家体育总
局水上管理中心委托海南组建国家冲
浪队，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此举
让海南竞技冲浪开始了快速发展。 图为选手在省运会冲浪比赛中。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莫里森当选自由党党首并出任
澳大利亚总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自由党党内一系列斗争的最终结局，
而斗争的核心则是逼迫此前的党首
特恩布尔下台。

早在去年，特恩布尔就已经因同
性婚姻合法化问题遭到党内保守派
和在野党批评。而他的能源政策使
他陷入了更大麻烦。他推出的包含
强制减排目标的“国家能源担保”法
案遭到党内保守派强烈反对。为平
息党内争论，他不久前不得不宣布放

弃强制减排目标。
此外，特恩布尔还被指在澳大利

亚目前正经历的严重旱灾中抗旱不
力。他今年 4 月宣布的旨在保护世
界自然遗产大堡礁的巨额拨款也被
指没有经过任何招标程序。

随着明年上半年议会选举的临
近和自由党近期民调支持率连续走
低，许多自由党议员认为本党选举前
景不乐观，希望通过改选党首来争取
更多保守立场选民，其中内政部长达
顿公开挑战特恩布尔的党首地位。尽

管特恩布尔在21日的自由党议会党
团投票中挫败了达顿的挑战，但在达
顿辞去内政部长职务后，越来越多的
部长提出辞职，表示不再支持特恩布
尔。特恩布尔最终不得不选择辞职。

不过特恩布尔在辞职时也留了
后手，他提出由莫里森作为候选人参
加党首竞选。在24日中午举行的自
由党议会党团投票中，莫里森击败达
顿当选党首。根据执政党党首即担
任政府总理的规定，莫里森随后宣誓
就任总理。

临危受命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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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自由党温和派但在政策上又比前总理偏“右”

澳大利亚新总理如何“当家”待观察
新当选的澳大利亚主要执政党自由党党首莫里森24日晚在堪培拉宣誓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接替当天宣布辞职的特恩布尔。
分析人士认为，莫里森在过往经历中展示出务实风格，他曾对中澳经贸关系表态积极，但在重大外交事务上的立场仍有待观察。

对特恩布尔“逼宫”的人本来是
达顿，但笑到最后的却是此前并未受
到太大关注的莫里森。分析人士认
为，莫里森能够战胜达顿，与他高效
务实的办事作风有关。

今年50岁的莫里森出生于悉尼
东郊的勃朗特，父亲是一名警察。
他曾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游部
门工作过，后于 2007 年进入澳议
会。2013到2014年担任政府移民部
长时，莫里森在自由党内树立了他

办事高效的形象，包括推行旨在阻
止非法移民乘船偷渡到澳大利亚的

“主权边境行动”。特恩布尔2015年
成为总理后，莫里森被任命为国库
部长。

与行事张扬、发言“带刺”的达顿
相比，莫里森显得更加稳重。自称自
由党温和派的他不像达顿和前总理阿
博特那样强硬，但在政策上又比特恩
布尔偏“右”，这使得他更容易被党内
不同派别所接受。他的领导潜质在党

内早有评价。据澳大利亚新闻网报
道，2015年特恩布尔挑战前总理阿博
特之前，就有自由党议员对媒体说：

“如果我们下次选举失败，莫里森就会
成为党首。”

此外，莫里森此前一直表示支持
特恩布尔，这使得特恩布尔能在决定
辞职的最后时刻选择他当自己的“接
班人”。而莫里森不是作为“造反者”
而是作为“造反者的对手”参与竞争，
也强化了他“忠诚”的形象。

作风高效务实

莫里森24日下午召开了当选后
的第一次记者会。他表示将把抗旱
作为新政府最紧迫的工作，并承诺给
予澳大利亚人民他们所期望的稳定
和团结、方向和目标。

关于莫里森的国内政策，有分析认
为，他的经济政策将大体延续特恩布尔
的路线；而环境政策则可能趋于保守，
因为他此前一直反对征收碳排放税。

莫里森在重大外交事务上的立场
目前尚不清楚。不过总理的临时更换
可能使澳大利亚的一些外交议程受到
影响，比如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
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特恩布尔原计划
下周前往印尼，但现在协定的签署将
被推迟。

在对华关系上，近来澳方对华态
度出现一些积极变化。特恩布尔本

月早些时候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发表
对华政策讲话，就中国改革开放、中
澳关系和两国务实合作等问题作出
了积极表态。莫里森此前也曾表示
很看重中澳经贸关系，但未来他领导
的政府将采取何种对华政策还有待
观察。

（新华社堪培拉8月25日电 记
者 白旭）

政策立场尚不明晰

国际观察

特朗普要求蓬佩奥
推迟访问朝鲜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4日电（记者朱东阳）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说，他已要求国务卿蓬佩奥
推迟下周对朝鲜的访问。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说，美朝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没有取得足够进展”。
但他表示，蓬佩奥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前往朝鲜。

特朗普还说，期待自己能很快见到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他愿向金正恩致以“最真诚的问候
和敬意”。蓬佩奥23日宣布，他将于下周与美国
新任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访问朝鲜。
今年以来，蓬佩奥已三次前往朝鲜。

特朗普20日说，他“很可能”再次同金正恩举
行会晤，他相信朝鲜已为朝鲜半岛无核化采取了
一些特殊举措。

巴勒斯坦批评美国撤销援助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8月25日电（记者赵悦

杨媛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执行委员
会秘书长埃雷卡特25日批评美国政府取消对巴
超过2亿美元的援助。

埃雷卡特对媒体说，美方的政治目的是企图
用援助干预巴勒斯坦内部事务。美国停止对巴援
助，表明美国放弃了又一项国际义务，此前美国已
在耶路撒冷地位、难民等问题上放弃国际承诺。

埃雷卡特强调，巴勒斯坦人民拒绝接受有条
件的援助，援助不是礼物，而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
际社会应尽的责任。

8月24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外长拉
夫罗夫（右）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出席联合新
闻发布会时握手。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
卢24日表示，有必要加强两国在多领域的合作。

新华社/法新

俄土外长同意加强两国合作

澳大利亚新总理莫里森准备出席会议。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