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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龙华区首届
中老年文艺节收官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郭
萃）10月18日晚，随着海口市龙华区“夕
阳之美 颂歌寄情”——“颂·夕阳”主题
晚会落幕，历时3天的该区首届“金色夕
阳”中老年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收官。

“颂·夕阳”晚会在海口万绿园举
行，开场舞《花开盛世》拉开晚会序幕，
杂技《圆梦之环》以高难度的精彩表演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琼剧《手拿碧桃祷
告上苍》让游客也体验到了海南传统
文化的魅力。整场晚会吸引了近千名
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据了解，此次“金色夕阳”中老年
文艺节包括“乐·夕阳”“韵·夕阳”“俏·
夕阳”“舞·夕阳”“颂·夕阳”等多种文
艺演出和活动。

此次活动由海口市龙华区委、区
政府指导，龙华区文化旅游和发展局
主办，龙华区文化馆、图书馆承办。

三亚乐手亮相
阿姆斯特丹电音节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记者孙
婧）一年一度的世界级电音盛会——
阿姆斯特丹电子音乐节当地时间10
月17日举行。由三亚和阿姆斯特丹
电音节官方合作主办的“中国之夜”音
乐活动亮相，代表三亚国际音乐节的
中国乐手与世界音乐人同台竞技。

据悉，阿姆斯特丹电子音乐节为
期5天，除音乐节外，还有潮流讲座、
高峰论坛、乐器展、艺术展、视觉秀、前
沿电子音乐设备发布会等多场活动同
步开展，成为全球电子音乐人和电音
爱好者的视听盛宴。

“这是属于中国的声音，它很独
特，让我感到很新奇！”在“中国之夜”
活动现场，来自巴西的电音爱好者圣
塞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并表示还将与
同伴一起前往中国，参加今年12月
30日在三亚海棠湾举办的三亚国际
音乐节“跨年夜”狂欢活动。

除“中国之夜”外，三亚还携手阿
姆斯特丹电音节打造了“中国现场”论
坛，吸引了世界各地电子音乐人、电子
音乐相关公司参与。

“三亚电音亮相阿姆斯特丹电子
音乐节，打开了三亚和世界交流的另
一扇窗口。”三亚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记者林
诗婷 通讯员李虎虎）鹿城大美又将
经电视节目广为传播。海南日报记
者19日从三亚大小洞天景区获悉，
央视综艺频道节目《九九艳阳天》日
前在该景区取景拍摄。

据介绍，节目组邀请了三亚当地
艺术工作者及文艺小分队成员共同

演绎精彩节目，与浙江省宁波市、甘
肃省庆城县、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3地艺术家同台竞技，鹿城的特色
文化将通过央视传播到千家万户。

据了解，拍摄当天摄制组结合大
小洞天景区的热带滨海浪漫风情、道
家文化元素等，邀请了三亚当地艺术
工作者展示了地方特色文艺节目如打

柴舞、太极表演、崖州民歌等，充分体
现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其中，在小月
湾沙滩拍摄的广场舞与央视北京演播
室的“共跳广场舞”成为亮点节目，尽
展了“银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据悉，《九九艳阳天》节目通过
“以情动人”“以小动人”“以巧动人”
的设计，结合丰富的艺术创作手段和

故事讲述等表达方式，邀请深受各年
龄群体喜爱的演艺嘉宾，在传统与现
代的碰撞中引领老年人的时尚生活，
倡导孝老爱亲理念。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这期节
目由电视观众喜欢的央视主持人李
思思、尼格买提、张蕾、马跃联袂主
持，现场欢声笑语，气氛热烈。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卫
小林）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舞台艺
术创作资助项目——海口市琼剧演艺
有限公司（原海口市琼剧团）创排的大
型原创历史传奇琼剧《红树林》，经过
一年多时间精心排练，10月19日晚
在省歌舞剧院首演。

19 日晚 7 时许，大批戏迷便聚
集在省歌舞剧院门外等待入场。海
南日报记者进场后看到，1000多个
座位的省歌舞剧院很快便座无虚
席。晚8时 10分开演后，剧场旋即
鸦雀无声，回荡的只有丝竹声声和
琼韵悠扬，《红树林》很快吸引了戏
迷们的眼睛。

海口市琼剧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剧创作排演历时5年。5年前，该
剧编剧陈涣在编制《海南省戏剧题材
创作概览》时关注到海南抗倭历史，
并从此搜集素材。他从《琼州府志》
查到，仅明朝200多年时间倭寇犯琼
就多达17次，随后通过采风不断积
累，尤其对海南岛周边无处不在的红
树林加深了认识，红树林不但提供了
优良生态环境，而且曾多次为保家卫
国尽力。2017年夏，当海口市琼剧
团找到陈涣商议原创琼剧时，《红树
林》正式提上创作日程。2018 年 3

月，几经修改的剧本获得国家艺术基
金创作资助立项。在国家艺术基金
组织的点评专家启发下，主创人员又
多次深入红树林保护区，深入沿海黎
族同胞聚居地，坚持田野采风与典籍
汲取相结合，剧本六易其稿，作曲三易
其稿，舞台设计四易其稿，舞蹈编排经
过两次重排，最终于19日晚为海南戏
迷献上了首场演出。

在海口市委宣传部、市文体局支
持下，剧组邀请到中国文联文艺研修
院常务副院长傅亦轩担任艺术指导，
海南省群众艺术馆馆长、省非遗保护
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演员莫青桥参与
编创策划并任编舞，海南省农业科学
院党委书记杨文平担任黎族民俗顾
问，西安秦腔剧院易俗社一级导演王
群执导，海南省琼剧院一级作曲黄志
启作曲，上海京剧院优秀舞美设计师
徐鸣担任舞美设计，海南省文化艺术
学校积极调配资源支持创排，海口市
琼剧团优秀演员吴叙勇、黄耀、陈艺、
汤成伟、郑邦武、谭家兴等挑大梁。全
剧的成功首演，凝聚了海南和内地多
个省市艺术家的智慧，海南大学还把
观摩该剧列入戏曲进校园活动内容，
让外籍学生和我国港、澳、台学生从中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该剧由省委宣传部、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指导。10月19日首演
后，20日还将再演一场。之后将深入

省内各市县巡演30场，边演边修改打
磨，今年11月将参加海南省第三届艺
术节展演，2019年将参加第十二届中

国艺术节、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第
16届中国戏剧节、第五届全国少数民
族文艺会演等国家级展演活动。

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大型原创琼剧《红树林》海口首演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王
黎刚）大家乐全民智力运动大赛暨环
海南岛国际棋牌巡回赛揭幕赛将于
12月28日在海口启幕，这也是海南
首次举办环岛国际棋牌赛。

据介绍，该赛事设置中国象棋、

国际扑克、国际象棋等多个比赛项
目，与目前海南举办的智力运动“重
竞技、轻旅游”不同，这项赛事将充分
利用海南的优势旅游资源，为选手提
供更具海南特色的赛事体验，参赛选
手不会因密集赛程和激烈竞争而无

暇领略海南美丽的阳光与海滩，由此
开创“游赛结合”的办赛新模式。

据悉，在保证赛事专业性和竞技
性的同时，本赛事将深度结合海南旅
游资源，为选手穿插安排了有益有趣
的特色游玩项目，让参赛选手获得竞

技和旅游的双重体验，助推海南体育
旅游事业发展。

本次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指导，麦游互娱（海南）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和攻略互娱（海南）互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海口举行美术书法展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主题为“中

华情·中国梦”的海口庆祝新中国成立
69周年美术书法作品展近日开展。

展览共邀请5位书画家，展出了
美术、书法、篆刻作品以及文创产品。
艺术家们用手中的笔墨，盛情讴歌了
新中国成立69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据悉，展览期间，主办方还将开展
3次文艺专题讲座，让广大市民走进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世界，领略中国书
法、美术和文物等领域的丰富内涵。

该项展览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
海南团圆艺术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承
办。展期1个月。

据新华社横滨 10 月 19 日电
（记者韦骅 严蕾）19日进行的2018
女排世锦赛半决赛中，中国女排经
过五局苦战以2∶3负于意大利无缘
决赛。五局的比分分别是18∶25、
25∶21、16∶25、31∶29和15∶17。

虽然未能进决赛，但中国女排依
旧打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在两
度落后的情况下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并在最后阶段挽救多个赛点。在进攻
端，意大利队接应埃格努整场比赛得
到惊人的45分。中国队三人得分上
双，其中朱婷拿下全队最高的26分。

意大利与中国队此前都是10
胜1负，这是两队在本届世锦赛上的
第二次交手，在第一阶段意大利曾3
∶1击败中国队。在世锦赛历史上，

中国队与意大利队此前共交锋9次，
中国队6胜3负成绩占优，但近4次
碰面，中国队只赢了1次。此战中国
队依旧祭出最强首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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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胜局的比赛异常胶着，两队从
1∶1战至12∶12。之后朱婷扣球被拦，
埃格努发球得分，意大利队夺得赛
点，中国队连续两次挽救赛点。14∶
14后，埃格努在得分后扣球出界，两
队又战成15∶15。面对埃格努的进
攻，中国队办法不多，埃格努之后又
连续两记扣球建功，悬念终结。

中国队将于20日与荷兰队争
夺第三名，后者在另一场半决赛中
1∶3不敌塞尔维亚队。

女排世锦赛

中国女排不敌意大利无缘决赛

10月19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2018年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
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意大利队，无缘决赛。图为中国队球
员王梦洁（左）在比赛中接球。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新华社横滨10月19日电（记
者韦骅 严蕾）中国女排 19 日在
2018世锦赛半决赛中2∶3负于意大
利，无缘决赛。赛后球队主教练郎平
认为，球队有潜力，还可以做得更好。

这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上第二
次与意大利交手，但面对这支由埃
格努领衔的球队，中国队连续两次
告负。输球后的郎平依然非常大
度：“恭喜意大利队，这是扣人心弦、
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的球员非常
努力，输球就应该承认输了，我们在
很多方面有潜力。在拦网、反击上，
球队还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我们之
后的努力方向。”

具体到本场比赛，郎平认为球

队在某些回合未能抓住机会，尤其
是在第三局。“我觉得有一些机会没
有拿到，特别是第三局我们在领先的
时候莫名其妙地被反超。我们有些
着急，就是直接失误了，所以在这样
的比赛当中还是给我们很多锻炼。”

两场失利，对方球员埃格努的
进攻给中国队造成了很大麻烦，但
郎平并不认为对她无计可施：“我们
还是有机会，如果说拦网等方面做
得好一点的话。”

20日，中国队将与荷兰队争夺
第三名，郎平希望球员可以继续努
力，打好最后一战。她说：“明天我
们还是要善始善终，就是大家要克
服疲劳，继续为铜牌战努力。”

琼剧《红树林》海口首演剧照。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摄

中国版权金奖揭晓
《新华字典》《红海行动》等获奖

据新华社南京10月19日电 （记者史竞男
蒋芳）19日在江苏苏州开幕的第七届中国国际版
权博览会上，中国版权金奖揭晓，文字作品《新华
字典》《活着》、类电作品《平凡的世界》《红海行动》
《鸡毛飞上天》、舞蹈作品《朱鹮》获得作品奖。

本届博览会参展单位和机构共计300余家，
主宾国为韩国。会场设有国际展区、国内展区、版
权产业展区、江苏展区和版权项目路演五大展区，
重点展销图书音像、影视音乐、动漫游戏、计算机
软件、工艺美术等优秀版权作品，展示出近年来国
内外版权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包括版权在内
的知识产权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文化强国的
重要支撑。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的努力奋斗，让中国融入广阔世界。中国与
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保持密
切的版权交流合作，共同探索打击盗版跨境协作
机制，促进优秀作品的有序传播，为版权创造与保
护营造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据悉，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是国家版权局按
照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原则举办的唯一常态化
综合性的国家级版权专业博览会，2008年创办至
今，已在北京、成都、广州等地成功举办了6届。

2019年温网
将引入抢七赛制

新华社伦敦10月19日电 全英俱乐部19日
宣布，2019年温网将推出抢七赛制，当决胜盘比
分达到12平时使用抢七制度。

温网将是四大满贯比赛中第二个使用决胜盘
抢七制度的比赛。目前只有美网采用了这项制
度，其他三大满贯决胜盘依然需要打长盘。

关于长盘与抢七孰优孰劣之争在网球界一直
存在。目前的长盘历史记录依然是2010年的温
网首轮赛事，美国选手艾斯纳在决胜盘以70-68
击败马于，历时3天，比赛耗时超过10小时。

全英俱乐部主席菲利普·布鲁克表示决胜盘
抢七赛制的引入将有助于比赛在“合理的时间点
上达成赛果”。

涉嫌篡改纳萨尔性侵案证据

美国体操协会前主席
彭尼遭起诉

新华社纽约10月18日电 据外媒消息，因在
纳萨尔性侵案中涉嫌篡改涉案证据，美国体操协
会前主席史蒂夫·彭尼在得克萨斯州遭到起诉。

此前，美国体操队原队医纳萨尔的性侵犯案
在世界体坛引发轩然大波，受害人多达数百人，当
中包括多名美国奥运体操冠军。随着案情进展，
包括美国体操协会和纳萨尔曾就职过的密歇根州
立大学等多家机构的负责人宣布辞职，彭尼在
2017年3月辞职。

目前，纳萨尔性侵案对美国体操界的影响仍
在持续。9月美国体操协会首席执行官佩里离
职，16日前联邦众议员玛丽·博诺在接任这一职
务仅仅4天后也宣布辞职。

欧冠比赛中球迷行为不当

“大巴黎”或受处罚
新华社巴黎10月18日电 欧足联18日宣布，

针对月初巴黎圣日耳曼（以下简称“大巴黎”）对阵贝
尔格莱德红星欧冠小组赛中出现的赛场秩序混乱等
问题已开启进一步调查，“大巴黎”或因此面临处罚。

欧足联认为，比赛中“大巴黎”球迷存在燃放
烟花和不守秩序行为。此外，因比赛开球时间被
推迟，“大巴黎”被处以2万欧元（1欧元约合7.95
元人民币）罚款，主教练图赫尔也被欧足联警告。

由于上赛季与皇家马德里的16强战主场比
赛中球迷燃放烟花，巴黎圣日耳曼已经被要求关
闭部分看台。如果此番欧足联认定相关问题存
在，法甲豪门或面临更加严重的处罚措施。

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同样因球迷秩序混乱以及
激进口号的行为面临欧足联调查。

除了出现在王子公园球场内的不当行为，一部
分球迷赛后还在场外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

围绕本场比赛的争议不仅是球迷不当行为，
还有被曝出的俱乐部高层赌球疑云。据悉，针对
红星俱乐部高层涉嫌赌球一事，法国相关部门已
经展开调查。

法国《队报》上周报道称，一名红星俱乐部高层
涉嫌下注500万欧元，认定本方以五球劣势告负，而
最终结果恰恰是巴黎圣日耳曼以6∶1大胜红星。

曼联与卢克·肖续约
据新华社伦敦10月18日电 英超曼联队18

日确认，曼联后防卢克·肖已与曼联续约至2023
年，曼联表示肖有权选择将合同再延长12个月。

2014年，19岁的卢克·肖以4600万美元身
价加盟曼联，成为当时世界上身价最高的青少年
球员，他的合同期原本到2019年夏季终止。

上两个赛季卢克·肖一直伤病缠身，曼联主帅
穆里尼奥也曾公开批评他的表现，但本赛季中这
名左后卫成了状态低迷的曼联队中少有的亮点，
他以优异的赛场表现重新赢得了穆帅的肯定。

肖说：“我还很年轻，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我已经等不及在穆里尼奥的带领下继续进步。”

央视节目《九九艳阳天》三亚取景

开创“游赛结合”办赛新模式

环海南岛国际棋牌巡回赛12月举行

郎平：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