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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女排世锦赛

本报金江10月10日电（记者孙
慧）2018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广场健
身操（舞）大赛西部赛区复赛10日在
澄迈金江影剧院举行，比赛吸引了我
省西部各市县的18支队伍参加。最
终，昌江绿萍健身队、澄迈海汽芳馨
舞蹈队、临高加来机关舞蹈队获得前

三名，晋级海南省总决赛。
在此次比赛中，18支队伍服饰

各有特色，舞蹈更是精彩纷呈，有时
尚动感的《踩踩踩》，有温柔婉约的
交谊舞《春天在招手》，有具有黎族
特色的《欢乐黎寨》，有展现各地风
情的舞蹈《哈达》《阿里阿里》《儋州

恋歌》，有演绎海南风情的《魅力海
南》等。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市民
观看，大家用掌声和欢呼声为各支
队伍加油鼓劲。

澄迈海汽芳馨代表队队员们
身着绿衣，表演舞蹈《踩踩踩》。
临高加来机关舞蹈队带来了《我

爱中华》节目，她们身着喜庆的衣
服，配合音乐翩翩起舞，展现自己
的风采。

2018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广场
健身操（舞）大赛西部赛区复赛由中
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省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和海
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各市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各市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
（文旅局、文旅委）承办，南海网执
行，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海南有限公
司协办。

2018海南健身操（舞）大赛西部赛区复赛举行

前三名队伍晋级总决赛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8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
巡回赛总决赛暨澳大利亚希尔斯青
少年巡回赛（中国站）7日在陵水清水
湾高尔夫球会收杆。海南球手表现出
色，夺得了4个年龄组的总杆冠军。

本次总决赛吸引中国、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美国、新
西兰、老挝等国家的160多名青少年
高尔夫球选手参加。参赛球手按照年

龄分为男子5个组和女子6个组。
最终，袁琢桓、刘恩骅（海南）、柴博

文、泰国球手Sippawit Khuanphet、
李孟阳分别获得男子A+、B、C、D、E组
的冠军。方成燕、韩国球手Seung-
hui Bong、潘洁红（海南）、张隽源
（海南）、张梓萌、陈洛萱（海南）分别获
得女子 A+、A、B、C、D、E组的冠军。

经过6站的比赛，2018年海南省
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全部结束。

2019年的第一站比赛将于明年1月
26日至29日在泰国曼谷开赛。

A组和B组冠军获得者还赢得
由希尔斯国际基金会提供的价值25
万元，为期12个月的希尔斯学院奖
学金。在赛事期间，组委会邀请美国
IJGA高尔夫学院的乔纳森·亚伍德
（英国大师级职业教练）为球员和家
长举行教学活动及讲座。

今年7月，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

球巡回赛首次走出国门，与泰国优秀
青少年高尔夫赛事组织合作，在泰国
清迈美乔高尔夫球场举行分站赛，很
好地宣传海南省高尔夫旅游资源，助
力海南旅游发展。

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
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
南省教育厅、海南省高尔夫球协会联
合主办。该项比赛是一场立足海南
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青少年公益赛
事，至今已举办4年，被誉为“一个会
讲中国故事的青少年赛事”。同时，
参加海南省青巡赛的球员还将拥有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青少年、WAGR
世界业余、JGS美国大学领先榜三重
积分。

海南高球青巡赛总决赛收杆

海南小球手收获4项冠军

三亚滨海马拉松
11月17日举行

本报三亚10月10日电（记者梁君穷 徐慧
玲）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吉阳区政府
获悉，由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8
首届三亚吉阳亚龙湾滨海马拉松于 10 月 12
日启动报名，并将于11月 17日在三亚市亚龙
湾区域举行。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是以“畅跑
三亚·活力吉阳”为主题的非商业性、非竞技性群
众体育活动。旨在让参赛者体验海滨美景与不一
样的奔跑、享受跑步带来的乐趣，倡导健康度假生
活，感受三亚的活力。

本次活动设12公里滨海马拉松、3公里迷
你跑。

文昌龙楼举行
男子九人排球赛

本报文城10月10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王先伟）今天，文昌市龙楼镇政府大院热闹无比，
男子九人排球赛在这里举行，吸引数百名球迷
观看。参赛球队为文昌队、海口队、澄迈队、海
师队。

活动主办方为比赛设置奖励，冠军奖金
18800元，亚军奖金13800元，季军奖金10800
元，第四名奖金7800元。

全国沙排大满贯赛扬州站收兵

海南沙排队获得季军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王黎刚）2018

年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扬州站9日结束。海南
队翁先武/王亚君表现突出，在男子组季军争夺战
中，以2∶0完胜湖北云南联队夺季军。

在本站比赛中，翁先武/王亚君小组赛3连
胜，以小组第一出线。在1/4决赛中，他俩以2∶1
险胜山东队挺进4强。在半决赛中，他们对阵浙
江队，经过3局苦战后以1∶2告负，无缘争夺冠
军。在季军争夺战中，他们最终以2∶0击败湖北
云南联队，夺取男子组季军。

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
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打造的年度品牌赛事，也是全
国高水平的沙排比赛，只有全国沙滩排球男、女
队积分进入前16的队伍才有资格参赛，总奖金
高达50万元。本站赛事海南队派出三对组合参
加男子组和女子组角逐。海南队秦成达/陈秀峰
获男子组并列第9名，黄春妹/谢虹获得女子组
并列第9名。

10月 10日，在美国休斯敦举行
的2018-2019赛季NBA季前赛中，
休斯敦火箭队球员周琦在与上海大
鲨鱼队球员斯科拉的拼抢中左膝受
伤，随后被工作人员用轮椅推出场外
就医。

图为周琦在比赛中受伤后被工
作人员用轮椅推出场外。 新华社发

NBA季前赛

周琦受伤退场

据新华社大阪10月10日电 3：0！
中国女排10日在大阪市中央体育馆
打出了世锦赛开赛以来最振奋人心
的一场胜利。面对卫冕冠军美国队，
中国队在全场球迷高分贝的助威声中
直落三局击败对手，在送给对方首败
的同时，也提前一轮晋级六强赛。

之前美国队七战全胜气势正盛，
而中国队则六胜一负位居F组第三，
出线形势并不明朗。然而赛前并不

被看好的中国女排仅耗时1小时23
分钟便零封夺冠大热门，整场比赛美
国队领先次数更是寥寥可数。中国
队共有3名球员得分超过两位数，其
中朱婷得到全场最高的19分。凭借
这场胜利，中国队排名升至本组第
二，提前出线。

在国际大赛中面对美国，中国队
以37胜31负占据优势。可在近年
来，中国队在与美国队的交手中处于
下风。2015年世界杯和2016年里
约奥运会，中国虽然接连夺冠，但在
夺冠之路中都曾负于美国队。在世

锦赛的舞台，两队此前共交手7次，
中国队输了其中4场。

此役中国队依旧祭出了最强首
发阵容：主攻朱婷、张常宁，副攻袁心
玥、颜妮、接应龚翔宇、二传丁霞和自
由人王梦洁。

三局的比分为 25∶17、26∶24、
25∶18。中国队将在11日迎战第二
阶段的最后一个对手俄罗斯，后者在
当天比赛中1∶3负于意大利。

➡ 10日，中国队龚翔宇（左）在
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直落三局击败美国

中国女排锁定六强赛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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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海南本土影视企业投资出品、
海南电影人摄制的纪录电影《藏北秘
岭——重返无人区》（以下简称《藏北秘
岭》）截至今天全国票房累计已达1600
余万元，位居今年国产纪录电影全国票
房亚军，刷新了海南出品电影在全国
院线票房的最好成绩，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10月10日从该片出品方获悉的。

据介绍，《藏北秘岭》由海南省委
宣传部、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
会、中视影业（海南）投资有限公司联
合摄制，中视影业（海南）投资有限公
司出品，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是我国第一部展示西藏羌塘无
人区腹地普若岗日冰原的大型纪录
电影。该片从8月31日开始在全国
院线上映，至今共映40天，全国累计
票房1600余万元，这一成绩不但夺
得今年国产纪录片票房亚军头衔，而
且也跻身2014年以来所有在院线上
映的国产纪录片全国票房第4名，并
站上全部纪录电影（含进口纪录片）
票房第6名的高位，是海南出品电影
在全国院线票房的最好成绩。本月
底，该片将正式下映。

海南中视影业相关负责人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目前，由法国导演杰瑞·

慕德担任艺术指导，剪辑师刘畅操刀
的该片国际多语种版本已在布鲁塞尔
制作完成。从11月起，该片将正式登
陆欧洲院线和北美院线，在欧美观众
面前展示海南电影人摄制的这部人文
色彩浓郁的影片。《藏北秘岭》这次“走
出去”，将大大拓展海南出品电影在海
外的传播范围。

据悉，《藏北秘岭》此前已斩获第
六届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纪录片单
元最佳剪辑奖，同时入围第四十二届
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这也
是海南出品电影在国际A类电影节
上斩获的最好成绩。

《燃烧的疯人院》剧照

纪录电影《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剧照

本报牙叉10月10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10月9日，白沙
黎族自治县在县文明湖启动2018年
白沙美术、书法、摄影街展活动，充分
展现白沙黎族自治县成立30年来社

会经济、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可喜变化，
同时推动该县文化艺术事业发展。

据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人
员介绍，此次参展作品全面回顾了中
国改革开放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的发展历程，以主题多
元、思想深刻的美术、书法和摄影作品
讲好白沙故事，描绘白沙美好新明天，
凝聚白沙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推动白沙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本报海口 10月 10日讯 （记者
卫小林）作为海口邀请来椰城演出的
喜剧精品舞台剧《燃烧的疯人院》，将
于10月 18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剧场上演。

据介绍，该剧剧本从澳大利亚引
进，英文版在澳演出30多年来共演超
千场。其中文版由北京凡木戏剧工作
室制作，新锐导演佟欣雨执导。剧中故
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生
路易斯“不务正业”来到疯人院里，带领
病人们排演莫扎特歌剧《女人心》。这
些精神病人成为“演员”后症状各不相

同，有的有多重人格症，有的药物成瘾，
还有偏执狂和纵火癖患者，由此可知排
戏的结果一定是状态百出。然而路易
斯经过艰难沟通，最终不但成功完成
了歌剧排演，而且让疯人院里的“演
员”打开了心结，收获了友谊和成长。

据悉，该剧最大的特色不是如何
搞笑，而是用戏中戏的艺术表现手法，
反观了当时西方社会的某些反常状
态，通过正常与疯狂的对比，让观众在
大笑之后有所反思。

本次演出由海口市政府主办，海
口市文体局承办。

新锐导演佟欣雨执导

喜剧《燃烧的疯人院》下周四海口上演

白沙美术书法摄影街展活动启动

本报三亚10月10日电（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黄兴）10 月 10 日
晚，三亚市“敬老月”主题文艺汇演
在吉阳区大东海广场举行，为老年
人献上了丰盛的“文化大餐”。

文艺汇演节目精彩纷呈，既有
京剧《红灯记》选段《打不尽豺狼绝
不下战场》，也有歌伴舞《疍家歌
谣》，舞蹈节目更是多姿多彩，《蝶
恋》《爱我中华》《三亚你好》《苗乡侗
寨请你来》《我们明天会更好》等，让
观众大饱眼福。

“经常举办这种文艺演出，让我
感到退休后很充实、很幸福。”今年64

岁、来自三亚市吉阳区渔村的梁桂青
自豪地说，“我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一
会还要上台给大家表演节目呢！”

17个节目中，一半以上由老年
人自编自导自演，让老年人像小孩
一样兴高采烈，充满了青春朝气。

据悉，整个10月，三亚都将持
续开展“敬老月”活动。活动内容
包括集中宣传中华民族敬老爱老
助老传统美德，为老年人提供健康
管理、文娱体育活动等6大活动，让
三亚市对老年人的优惠政策落到
实处，让老年人感受到党和政府以
及全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三亚“敬老月”文艺汇演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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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举办中国电影展
据新华社明斯克10月9日电（记者魏忠杰

李佳）为期4天的中国电影展9日下午在白俄罗
斯首都明斯克中央电影院开幕，其间将展映《战火
中的芭蕾》《飞越老人院》《米花之味》《烈日灼心》
《重返20岁》和《绣春刀》共6部中国影片。

本次电影展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白俄罗斯电
影家协会合作举办，得到白俄罗斯文化部和中国
驻白俄罗斯大使馆的大力支持。

白俄罗斯电影家协会主席瓦西里耶夫在电影
展开幕式上说，中国电影业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
成就，希望此次电影展能成为白中两国电影人相
互了解、增进合作的良好平台。

《国家宝藏》第二季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施雨岑

荣启涵）文博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启动
仪式近日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河北博物院、山西博
物院、山东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
南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物馆等8大博物馆（院）全新加入。

《国家宝藏》总制片人吕逸涛表示，第二季节
目会拿出更专注、更审慎、更极致的态度去精雕细
琢，既扎实深耕，又优化提升。

《国家宝藏》第一季节目播出时，集结9大国家
级重点博物馆（院）、27件顶级国宝重器，融合演播
室综艺、纪录片、舞台剧表演、真人秀等多种表现形
态，引发一股自荧屏“燃”到线下的“博物馆热”。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通过《国家宝藏》
第一季，9大博物馆观众人数迅速增长，年轻观众
迅速增长。不但改变了我们观众欣赏综艺的态度
和感受，而且改变了博物馆的思维方式。”

金鹰电视艺术节大幕将启
据新华社长沙10月10日电（记者阮周围）

记者10日从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本届金鹰节将于10月12日至14日
在湖南长沙举行，主体活动包括：第12届中国金
鹰电视艺术节暨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开幕式
晚会、金鹰论坛、颁奖晚会。

据悉，开幕式晚会将于10月12日晚启幕，10
月14日晚将现场直播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
节暨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届时将颁
出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最佳编
剧、最佳导演和观众喜爱男、女演员等奖项，现场
揭晓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最具人气男、女
演员。届时中国电视剧60年发展历史的6位演
员代表，将讲述自己与中国电视的故事。

由海南影视企业投资出品 海南电影人拍摄

《藏北秘岭》成今年国产纪录片票房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