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记
者刘阳）举重世锦赛正在土库曼斯坦
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中国男子举重
队已经在参赛的4个级别夺得3个级
别的总成绩冠军。男队主教练于杰表
示，中国队在中小级别只占“一点点”
优势，男队在举重更改级别后采取的
适应手段目前看来行之有效，但是世
锦赛中出现的问题还需要总结。

于杰6日中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电话采访时说：“从这次比赛来看，我
们在中小级别还是占有一点点优势，
但是不是绝对的优势。对手与我们的
水平非常接近，我们回国后不仅要提
高自己的实力，还要精于研究对手，这
样才能将这种优势延续下去。”

今年7月，国际举重联合会宣布更

改举重所有的竞赛级别。原来的男子8
个、女子7个级别改为男、女各10个级
别，其中设置男、女各7个奥运级别。目
前男队已经参加了61、67、73和81公
斤级比赛，除了“双保险”失守61公斤
级意外，谌利军、石智勇和老将吕小军
均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强势夺冠。

于杰透露，得知更改级别后，教练
团队对国家队队员进行了风险评估，
根据队员自身情况确定是升级别还是
降级别并进行了针对性训练。他说：

“从成绩来看，我们的努力还是有效果
的，但是世锦赛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还
需要回国后一点一点解决，尤其今年
冬训非常关键。”

虽然里约奥运会后缺席了去年的
世锦赛，但是于杰表示，教练团队一直

在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是两
名中国选手组成“双保险”却仍旧失守
传统优势小级别61公斤级，还是暴露
出训练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赛前对每
个级别的夺冠成绩、对手情况都有预
判，但是61公斤级的预判和实际情况
不符，我们没有预料到印尼老将伊拉
万能发挥这么好。”

对于34岁的吕小军第四次夺得
世锦赛冠军，于杰称赞他“宝刀不老、
稳中有激情”，说吕小军对举重的热
爱、家人的支持以及自身无大的伤病
都是他能再破世界纪录的原因。他还
透露，谌利军和石智勇克服了赛前伤
病所带来的困难，发挥了敢打敢拼的
精神，最终拿下61和67公斤级总成
绩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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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于杰：

中国男举中小级别
优势只占“一点点”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张
期望）11 月 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2018第六届海口国际沙滩马拉松赛
组委会获悉，本届比赛将于11月24
日在假日海滩开赛。届时，将有超过
3000名来自国内外的专业选手和“跑
友”齐聚海口，沿着风光秀美的西海岸
激情奔跑。本届马拉松赛还将凸显

“浪漫”主题，征集百对“浪漫一起跑”
情侣。

本届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和海口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海口市文化广
电出版体育局承办，海南大脚丫体育
赛事运营有限公司运营，海南省体育
总会、海南省田径协会、海口市假日海

滩风景区共同协办，分为全程10.5公
里的“沙滩马拉松”和2.5公里的“迷
你沙滩跑”两个项目，对男女组各前十
五名予以奖金奖励。冠军奖金高达
15000元。

按照“体育带动旅游”的发展思
路，本届赛事组委会精心策划，为赛事
注入了新的元素，亮点多多。令人关
注的是，本届马拉松赛还将凸显“浪
漫”主题，征集百对“浪漫一起跑”情
侣，并在终点设置“表白墙”，“求婚
廊”，在蓝天之下、大海之滨演绎海口
版“浪漫满屋”。

赛事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举
办沙滩马拉松赛事能够充分展示海口

热带滨江滨海花园城市的浪漫风采，
拉动海南体育旅游相关产业发展，推
进沙滩运动在海南的推广与普及，助
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

据了解，自2013年起，在海口市
政府的推动下，海口国际沙滩马拉松
赛已经成功举办五届，影响力连年提
升。作为一项亚洲规模最大，中国首
个沙滩马拉松赛事，该赛事每年都吸
引了来自中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
坦桑尼亚、爱尔兰、美国、英国等国家
和地区的专业选手及马拉松爱好者参
加，荣膺“中国田径协会银牌赛事”，被
授予了“中国马拉松自然生态、特色
赛事”的称号。

海口国际沙滩马拉松赛24日开跑
3000名选手参赛 征集百对“浪漫跑”情侣

中超联赛第29轮（倒数第2轮）
比赛将在11月7日19时35分同时
开战，目前领先第二名5分的上海
上港只需取得1分，就可提前一轮
登顶。上港本轮主场迎战已完成
保级任务的北京人和，提前登顶
难度不大。

上港上轮在客场5：4战胜恒大
后，本赛季中超冠军的悬念其实已
提前揭开。北京人和的实力与上
港差距较大，本赛季两队首回合交
锋，上港在客场5：1大胜。再加上
人和已完成保级任务，战意不浓，
士气高昂的上港很可能以一场胜
利，在主场与球迷庆祝队史首个中
超冠军。北京人和上轮在客场2：1

战胜大连一方，就此提前完成保级
任务。本轮人和不会患得患失，而
上港志在必得，比赛可能会演变成
一场进球大战。

本场比赛还有一个看点，那就
是武磊将冲击进球数纪录。上一轮
与恒大之战武磊也有进球，他本赛
季联赛的进球数达到26球，追平了
李金羽保持的中超联赛单赛季本
土射手进球数纪录，从武磊的状态
以及上港整体氛围来看，他很有机
会在本场比赛创造新纪录。本轮
过后还有一轮比赛，武磊甚至有望
冲击埃尔克森保持的单赛季28球
的中超射手纪录。

■ 林永成

中超第29轮今晚开战

上港准备在主场庆祝夺冠

高尔夫蓝湾大师赛
在陵水开杆

本报椰林11月6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胡阳）11月6日，2018蓝湾大师赛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绿城蓝湾小镇开杆，未来4天，全球81位优
秀高尔夫女子球员将在此角逐冠军。

本届赛事阵容星光熠熠，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的阿瑞雅·朱塔妞佳、世界排名第二的朴城炫、去
年蓝湾大师赛冠军冯珊珊等重量级球星参赛。赛
事总奖金210万美元，其中冠军奖金31.5万美元。

蓝湾大师赛创办于2014年，是中国内地唯一
连续举办了5年的LPGA赛事。在去年的比赛
中，中国选手冯珊珊夺得冠军，赢得个人第9座
LPGA冠军奖杯的同时也成为首位登顶世界第一
的中国内地高尔夫选手。

“广药晨菲·耀南杯”篮球赛总决赛开战

老旅馆队抢得先机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林永成）“广药

晨菲·耀南杯”草根篮球赛总决赛11月5日晚在
海口世纪公园篮球场开打。首场比赛老旅馆队以
77：62战胜奥巴牛队，在三盘两胜制的总决赛中
抢得先机。

首节比赛双方发挥都略显保守，比分差距不
大。第二节，老旅馆发动快攻风暴，逐渐将比分拉
开。第三节，老旅馆球员活力不减，以领先24分
的优势进入第四节。最后一节，大比分领先的老
旅馆陆续撤下主力，最终以77：62获胜。双方第
二回合较量将于11月7日晚进行。

“广药晨菲·耀南杯”草根篮球赛是我省首次
推出的赛季制业余篮球联赛，本赛季共有24支球
队近500名运动员参赛。各队根据抽签分为A、
B两区进行大循环赛，各区前8名进入季后赛。
季后赛为淘汰赛，老旅馆队和奥巴牛队一路过关
斩将闯入总决赛。

NBA昨日战报
勇士117：101灰熊

火箭98：94步行者

雷霆122：116鹈鹕

魔术102：100骑士

公牛116：115尼克斯

热火120：115活塞

凯尔特人107：115掘金

快船120：109森林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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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第三届海南省艺术节11月6日
正式开幕，伴随着开幕式演出——原
创民族舞剧《东坡海南》的上演，观众
将在未来近一个月时间里欣赏到我省
近年涌现的众多文艺佳作。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艺术处负责人表示，
第三届海南省艺术节因“文华奖”和

“群星奖”评选而成为艺术从业者“切
磋”的平台，也是为海南观众打造的一
场极具海南特色的文化盛会。

传播海南特色

海南省艺术节因“文华奖”“群星
奖”等奖项评选而成为海南文艺界一
次名副其实的“大比武”。

翻看今年的剧目演出及艺术展览
目录，海南日报记者发现，无论是舞台
艺术类作品，还是艺术展览，其作品、
活动本身都颇具海南特色。音乐剧
《我们这一代》等许多作品聚焦海南题
材，讲述海南故事。

艺术节期间，戏迷还可在海南戏
院、省艺校实训剧场、省歌舞剧院及海
口华人国际剧院欣赏到省内9家琼剧
院团带来的10台近年新创剧目。

艺术节期间举办的美术展览，也
将围绕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展示海南30年来的发展成果。

精品剧目荟萃

海南省“文华奖”是我省专业艺术
政府最高奖，根据评选要求，参赛剧目

必须是近3年创作的舞台艺术作品。
由此，近3年来代表我省在国内大型舞
台上亮相的多部精品剧目都将亮相，
对观众而言，可谓一场文化“大餐”。

开幕式剧目《东坡海南》刚于10
月下旬在上海国际艺术节舞台亮相。
而在此之前，该剧目还收获了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入选国家大剧院2016年
夏季演出季优秀展演剧目等荣誉。

歌舞诗《黎族家园》2016年初登
舞台就拿下“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艺会演”剧目金奖和最佳舞台美术奖，
随后代表我省参加第四届丝绸之路国
际艺术节，并作为“2017年度国家舞
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
目”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18
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

原创山歌剧《呦呦鹿鸣》2017年

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创作资助。此次在
艺术节期间的演出，是经过主创团队
不断精修后的再次亮相。

地方戏方面，由海口市琼剧团创
排的《红树林》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2018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定
安县琼剧团的《母瑞红云》于今年7月
代表我省参加2018年全国基层院团
戏曲会演。

多场活动叠加

第三届海南省艺术节将持续近一
个月时间，期间，第五届海南省少数民
族文艺会演将于11月13日至17日
举行。不仅如此，国际戏剧协会70周
年庆典暨海口首届国际戏剧周活动也
将于11月下旬开幕。加上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系列活动，多场文化活
动叠加，为海南观众带来艺术演出“不
落幕”的11月。

据悉，第五届海南省少数民族文
艺会演将吸引13个市县和3个院校
代表团的48个节目参加，其颁奖晚会
暨汇报演出将于11月16日晚在省歌
舞剧院举行。

国际戏剧协会70周年庆典晚会
将于11月23日晚亮相省歌舞剧院，
26日晚，上海戏剧学院师生创排的话
剧《原野》将与海南观众见面。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艺术处
负责人表示，多场文化活动的汇聚，不
仅丰富了海南人民的文化生活，同时也
为全力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注入文化动能。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

第三届海南省艺术节盛宴启幕，数十场展演让你过足瘾

精品荟萃惹人爱 文艺芬芳漫天涯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卫
小林）全国广场舞北京集中展演日前
在京举行，海口市群众艺术馆两个原
创广场舞节目《黎族彩环舞》和《请到
天涯海角来》参加展演并收获好评，
这两个节目将于11月16日、17日分
别亮相央视，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1
月6日从海口市群艺馆获悉的。

据介绍，《黎族彩环舞》由海口市
群艺馆群星舞蹈队、海口市琼山中学
舞蹈团及海口市舞蹈家协会的30名
演员组成，该节目突出展示了黎族文
化的靓丽元素，特别是把黎族耳环创
新性地融入广场舞表演中，很好凸显
了海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请到
天涯海角来》同样由上述三单位演员
组成，不过阵容扩大到了45人，北京
集中展演导演组还给这个节目另配
了100位助演演员，大家穿上海南岛
岛服，舞着五彩斑斓的纱巾，场面很
是壮观。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被重新编曲后，时尚大气，动感十足，
展示了海南人民积极投身自贸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的激情。

北京集中展演总导演吕大庆日
前在发给海口市群艺馆的微信中说：

“你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创造了一个不敢说绝后，至少是
空前的纪录！”吕大庆透露，海口市群
艺馆这两个节目全部入选央视为北京
集中展演录制的电视节目，目前正在
进行后期制作，播出安排已经敲定：11
月16日19时30分左右在央视综艺频
道（CCTV-3）播出《黎族彩环舞》，11
月17日 20时左右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播出《请到天涯海角来》，
央视综艺频道还将安排重播。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全国
广场舞北京集中展演，海南有16个
节目申报，经全国组委会层层筛选，
《黎族彩环舞》从中脱颖而出，成为海
南唯一入选展演的节目，《请到天涯

海角来》参加的是全国广场舞优秀作
品集锦荟萃演出。

海口市群艺馆舞蹈编导梁文蕙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创编《黎族彩环
舞》之前，黎族耳环舞都用银饰耳环作
道具，且都以老年人的人物形象出现

在舞台上。这次她把以往单一的银饰
长耳环换成绚丽的彩色长耳环，人物
形象也从老年人转换成中青年人，算
是对黎族耳环舞进行了一个小创新，
很好地表达了黎族人民对多姿多彩生
活的向往和对健康长寿的诉求。

海南新闻界书画展开展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卫小林）11月6

日下午，“勇立潮头谱新篇——海南省新闻界纪念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书画作品展”在海南日
报新闻大厦开展，出席庆祝第十九届中国记者节
暨表彰大会的嘉宾会后观看了展览。

据介绍，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牢记
经济特区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历史使命，激发海
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壮志豪情，由海南省
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起，省内各新闻单位协助，海南
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承办了这次展览。

本次展览征集到中央驻琼新闻单位和本省新
闻机构书画爱好者精心创作的专题作品近百件，
经评委会评审，最后遴选出近50件作品参展。在
第十九届中国记者节前夕举办此展览，很好地展
示了全省新闻工作者以书画艺术形式纪念中国改
革开放40周年，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勇立潮头谱新篇的精神风貌。

本次展览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指导，省新闻
工作者协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主办，省书协、省美协、省书画院学术支持，
海口日报、三亚日报、海南特区报、国际旅游岛商
报、海南声屏报·海周刊、海口广播电视台、三亚广
播电视台、省广告协会等协办，海南南国食品实业
有限公司冠名。

本次展览将于11月8日结束。

“千年书院行”文化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余梦月）11月6日上午，“千年书院行”文化交流
活动在海口琼台书院启动。

今年是海口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人文
节目《海口大讲堂》开播两周年。开播两年来，该
节目先后推出“海南文史季”“人文海口季”“我们
的节日季”“生态环保季”“流金岁月季”“经典解读
季”“民风民俗季”“经济生活季”等系列节目，广受
社会各界好评。

“千年书院行”是《海口大讲堂》栏目组和琼
台书院合作开办的文化交流活动。栏目组在省
内以琼台书院为课堂背景，在省外以湖南长沙岳
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江西九江白鹿洞书
院等知名书院为课堂背景，将《海口大讲堂》录
制地点从海口向全国延伸。活动启动后，《海口
大讲堂》节目将充分彰显各地书院特色，突出各
地书院文化基因，通过文化学者的思想交锋，传
播文化正能量。

启动仪式结束后，著名作家韩少功作了题为
《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的讲座。同一天，海口
广播电视台琼台书院外景录制基地正式启用。

海南中学衍林书屋揭牌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余梦月）11月5日下午，
海南中学衍林书屋在海南中学揭牌。

该书屋占地面积390平方米，上
架图书16600余册，是海南凤凰新华
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与海南各
类学校合作共建书屋中面积最大、图
书种类最多的书屋。

揭牌仪式后，著名作家韩少功做
客衍林书屋，以“人工智能与文学”为
题作了首场专题讲座。韩少功围绕人
工智能对文学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向
与会师生解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
勉励青年一代，不应盲目听信或认为

“技术万能”，而应勇于迎接挑战，为文
学注入更多生机。

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表示，将把海南中学衍林
书屋打造成展示新时代新华书店新面
貌的窗口，建成中国南部最美校园书
店。未来，该书屋将广泛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邀请名人、作家到书屋与广大
师生进行面对面文化互动，使之成为
广大海中师生重要的学习平台。

参加全国广场舞北京集中展演收获好评

海南两节目“跳”上央视荧屏

《请到天涯海角来》在京演出场景。 海口群艺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