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海口10月2日讯（记者卫小
林）著名影视编剧韩志晨国庆假期也
没闲着，他10月1日前就来海南采风，
利用国庆假期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
深入生活，为即将动笔创作的海南农
村题材电影剧本收集素材。

据介绍，10月1日前，韩志晨就
已经到了海口、琼海两地比较有代表

性的共享农庄采风。10月1日，他又
到了万宁兴隆华侨集体农庄采风，10
月2日再到陵水凤凰山庄采风。接
下来，他还将到保亭、白沙、东方、澄
迈等地采风。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
收集海南农村题材尤其是共享农庄
题材电影剧本创作素材，为即将动笔
创作的海南农村题材电影剧本提炼

主题、寻找灵感。我省相关部门已对
这一题材电影剧本创作和影片拍摄
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韩志晨是国家一级编剧，擅长农
村题材影视剧本创作，其代表作有他
和兄长韩志君联合编剧的电视连续
剧《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
井》《古船、女人和网》等。

本报海口10月2日讯（记者王黎刚）
2018年全国五子棋锦标赛10月1日在
海口开赛，全国300多名棋手参赛。这
是海南第一次举办全国五子棋锦标赛。

本次比赛分男子组、女子组、男子
公开组和女子公开组4个组别，采用单
循环制，男女公开组进行9轮比赛，男
女组进行7轮角逐。男女组采用每方
45分钟，每走一步加30秒的规则。赢
得男女组前6名的棋手，将获得参加

2019年全国五子棋精英赛资格。
2017年，海南成立省五子棋运动

协会，经过一年多公益推广，省内约有
2万余人参加五子棋运动。省五子棋
运动协会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全国
锦标赛的举办，努力把五子棋打造成
海南特色智力运动项目。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主办，省五子棋运动协会承办。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8年全
国沙滩排球锦标赛日前在苏州落幕，
海南秦成达/陈秀峰组合获得第5名。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11个省、
区、市的28支男队和24支女队参赛，
海南派出两支男队和一支女队参与角
逐。经激烈争夺，秦成达/陈秀峰获得
男子组并列第5名，翁先武/王亚君获
得男子组并列第9名，伟超函/谢虹并
列女子组第17名。此外，代表八一队
参赛的海南籍选手杨聪与搭档努尔艾

力合作，夺得男子组季军。
此次海南队参赛的4名男队员都

是20岁左右的小将。在9月下旬结
束的全国青年U21沙排锦标赛海口
站比赛中，海南组合翁先武/陈秀峰摘
得男子组冠军。

全国锦标赛结束后，海南沙排队
将派出翁先武/王亚君、陈秀峰/秦成
达两对男子组合和黄春妹/谢虹一对
女子组合，出战10月6日至9日举行
的全国沙排大满贯赛扬州站比赛。

本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杨时
艾）9月30日晚，琼海市庆国庆合唱
专场音乐会在嘉积镇举行。

琼海万泉河之声合唱团，教师合
唱团，嘉积中学、嘉积二中、海桂学校
合唱团等团体以声情并茂的演唱，献
上了《康定情歌》《不忘初心》《彩云追
月》《久久不见久久见》等14首耳熟能
详的经典歌曲，既抒发了演唱者对祖
国的挚爱之情，也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一场动听的合唱音乐会。音乐会最后
在几个合唱团共同献上的大合唱《我

和我的祖国》的歌声中落幕。
本次晚会由琼海市委宣传部、琼

海市文明办主办。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翁

滔）连日来，临高各级部门积极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推出了歌咏
比赛、文艺演出等多项文化惠民活动，
丰富了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

9月28日晚，临高县财税金融系
统举办以“放歌迎国庆 共筑中国梦”
为主题的首届“海南银行杯”庆“十一”
歌咏比赛。该比赛以开场舞《鼓舞飞

扬》开幕后，参赛者们献上了合唱《我
的中国心》、男女声四重唱《国家》等节
目，用歌声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9月29日晚，海南省文化艺术学
校走进美台中学举办迎国庆公益晚
会。参演人员带来的舞蹈、琼剧、民乐
合奏、女子双人舞、男女声独唱、萨克
斯独奏、蒙古族舞蹈等节目精彩纷
呈。特别是琼剧折子戏《天女散花》
《刁蛮公主》更是引发全场观众共鸣，
喝彩声和掌声不断。此外，临高县委
宣传部、团县委、县文明办等多部门还

联合开展了文明城市创建青年志愿服
务等社会文明大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牙叉10月2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 通讯员符海周）
10月1日晚，“山水白沙 醉美黎乡”
庆国庆黎家酒文化音乐汇晚会在白沙
黎族自治县文化广场举行。众多游客
和当地居民感受到了一场独具黎族风
情的音乐派对，也品尝到了黎家美酒
的醇美韵味。

在炫彩的舞台灯光交织下，数百
人齐跳竹竿舞、黎族迎客歌舞、乡村音

乐派对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观众则挥舞手中荧光棒，不时发出阵
阵欢呼声，让节日气氛更为浓烈。在
舞台一侧的黎家酒文化展区，活动承
办方从酒具酒器、酿造工艺、黎酒种
类、酒文化书画等多方面展示了白沙
黎族源远流长的酿酒文化，游客及市
民还免费品尝到了不同酿造工艺制造
的黎家米酒，众人在欣赏文艺演出之
余，还过了一把“酒瘾”。

本次活动由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县
政府主办，县文化旅游商务局承办。

琼海、临高、白沙举办系列文化活动

欢歌劲舞庆国庆 文艺演出醉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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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子棋锦标赛海口开赛

全国沙排锦标赛苏州落幕

海南秦成达/陈秀峰组合获第5名 著名影视编剧韩志晨来琼采风
将为海南创作农村题材电影剧本

10月2日，在日本札幌举行
的2018年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
B组比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
加拿大队。图为中国队球员朱婷
（后）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女排世锦赛：
中国队胜加拿大队

“琼味”小吃花样多
夜色美食醉游客
◀上接A01版
如今的金盘夜市、海垦花园夜市、海大南门夜市等
老牌夜市，一改往日“脏乱差”的形象，华丽转身成
为海口市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通过升级改造，目前海口已建设好的10个特
色夜市，与以前街边随处可见的夜市相比，处处透
着新鲜和舒适，让市民和游客吃起来更加畅快淋
漓。让人更惊喜的是，如今的海口夜市不仅为低
收入群体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也让摊贩们彻
底告别了城管与摊贩之间你追我藏的尴尬，经营
者省心，管理者省力。

“一共24元，味道还不错吧？”买单时，黄俊钦
询问袁晗。“相当不错，你看我们全都喝完了。”袁
晗笑着回答道。今年42岁的黄俊钦，之前是一家
企业人事部经理，2012年辞职开始创业，通过不
断尝试，开发出5款不同口味的清补凉。但是由
于各种原因，前几年的生意却并不理想。

2017年，黄俊钦瞄准海口改造升级夜市的机
会，一口气在东湖嘉丰特色夜市、海垦花园夜市和
福地美食街夜市开设了3家清补凉店，每家店的
生意都出奇的好。“这一年多的收入，顶得上我前
5年收入的总和。”黄俊钦开心地说，现在海口各
大夜市生意好其实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因为它们
干净、整洁、卫生，不仅市民愿意来，很多游客也慕
名前来，好人气成就了好生意。

“好香啊！”“走，我们去吃烤生蚝。”一阵香味
飘来，冯永锋招呼两名同学继续“觅食”。在福地
美食街入口处，上百个烧烤摊一字排开，摊位前挤
满了食客。“只要你们能吃，我保证今晚让你们‘沉
醉’在海口各种美食中。”冯永锋笑着说。

（本报海口10月2日讯）

10月2日，在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
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蔷以2：0战胜拉脱维
亚选手奥斯塔彭科，晋级下一轮。图为王蔷在比
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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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2日电（记者张家伟
付一鸣）瑞典皇家科学院2日宣布，将2018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阿瑟·阿什金、法国科学
家热拉尔·穆鲁以及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
兰，以表彰他们在激光物理学领域的突破性贡献。

今年的获奖研究为激光物理学带来革命性的
变化。阿什金发明的光镊工具能够夹住微小如原
子的物体；穆鲁和斯特里克兰的科研突破则为实
现更短和更强的激光脉冲打下基础。

美法加三位科学家分享
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0月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2018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 摄

据新华社雅加达10月2日电（郑世波）印度
尼西亚抗灾署2日说，中苏拉威西省日前发生的
强烈地震及地震引发的海啸已经造成1234人死
亡，另有99人失踪。

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当天在雅加达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大部分死者都是因建筑物倒塌或
被海浪卷走而遇难。灾难还导致799人受伤，
6.19万民众被转移。此外，由于抗灾署依然未能
收到部分灾区的灾情数据，因此预计人员伤亡以
及财产损失还会进一步增加。

中苏拉威西省已经宣布进入14天的紧急
状态。

印尼强震及海啸
死亡人数上升到1234人

这是10月2日在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
帕卢的一座村庄拍摄的震后废墟。 新华社发

新华社德国不来梅10月1日电
（记者任珂 张毅荣）中国工业和信息
化部副部长、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
俭 1 日在第 69 届国际宇航大会上
宣布，中国愿意与各国开展航天合
作，将在嫦娥六号的轨道器和着陆
器上为国际合作伙伴提供 10 公斤

的载荷。
张克俭在当天举行的各国航天局

长论坛上介绍说，嫦娥六号将完成中
国第二次月球采样返回的任务，目前
项目正按计划实施。今年12月，中国
将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计划搭载荷
兰、德国、瑞典、沙特阿拉伯等国的科

学载荷，开展月球背面的软着陆及巡
视探测。中国还将继续利用5月发射
的“鹊桥”号中继星为其他国家探月任
务提供服务。

中国国家航天局有关人士向新华
社记者介绍，嫦娥六号搭载国际载荷
展示了中国航天向世界开放的姿态。

中国希望以此为契机，邀请国际合作
伙伴参与嫦娥六号任务。国家航天局
预计这一邀请将得到多国响应。

据介绍，10公斤载荷非常可观。
预计将在2019年发射的嫦娥五号工
程巨大，从月球上取回的月壤也将只
有2公斤。

第69届国际宇航大会1日在德
国不来梅开幕，为期5天，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6300多名宇航员、航
天机构和企业代表、专家学者与青年
学生参与。自1950年以来，国际宇
航大会每年举办一次，是世界航空界
的最大盛会。

嫦娥六号将搭载10公斤国际载荷
中国将邀请国际合作伙伴参与嫦娥六号任务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日就美舰擅自
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发表谈
话，全文如下：

9 月 30 日，美国海军“迪凯
特”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
南海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中国

海军 170 舰迅即行动，依法依规
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
告驱离。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在中
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
局势趋稳向好。但美方一再派军舰

擅自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
严重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严重
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严重危害
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对此坚决
反对。

中国尊重并维护各国依据国际
法在南海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但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打着“航行自由”
的幌子，行违法挑衅之实，威胁沿岸
国主权和安全，危害地区和平与稳
定。中国军队将坚定履行防卫职
责，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
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地区和
平稳定。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美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发表谈话

中国军队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就美国“迪凯
特”号驱逐舰进入南沙群岛有关岛礁
邻近海域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强烈
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此类挑
衅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
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华春莹说，9 月 30 日，美国
“迪凯特”号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
允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
关岛礁邻近海域。中国海军依法
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予以警
告驱离。

她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

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
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继续趋稳向好。美方罔顾
地区国家共同意愿，一再采取挑衅
行为，打着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
的幌子，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
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危害地区的

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
误，停止此类挑衅行为，以免损害中
美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将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
全。”华春莹说。

外交部回应美舰非法进入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此类挑衅行为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就第二轮中美
外交安全对话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据美媒体报道，中方
提出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你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中美双方此前原
则商定于10月中旬举行第二轮中
美外交安全对话。美方近日提出希

望推迟举行对话。中美双方将继续
就举行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保
持沟通。

外交部就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答记者问

中美双方将继续就举行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保持沟通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郑州10月2日电 吴焕
先，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紫云
区四角曹门村（今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
竹林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他
一家六口惨遭国民党地方民团杀害。

1927年 11月，吴焕先率紫云区
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历任中国工
农红军第4军12师政治部主任、红四
方面军第25军73师政治委员等职，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
苏区后，吴焕先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
部总司令，参与领导重建第25军，任
军长。领导开辟了鄂豫陕苏区，先后
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

1935年 7月，吴焕先率部西进，
接应中共中央和红军北上。同年8月
21日，红25军在甘肃泾川四坡村附
近南渡汭河时遭国民党军突然袭击。
吴焕先在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的战斗
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鄂豫陕苏区创建人
——吴焕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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