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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116：82山东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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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木马人射
箭俱乐部获悉，本月底，该俱乐部将和
来琼冬训的韩国仁川队同场比拼。这
将是海南业余箭手第一次和世界顶尖
的箭手同场竞技。

海南木马人射箭俱乐部成立两年
半，虽然成立时间不算太长，但该俱乐
部箭手进步很快。2017年3月，他们

参加了“ACAC”射箭俱乐部联赛（中
山站）的比赛。这也是海南首支参加
该项比赛的队伍。最终，朱行宇获得
了复合弓个人室外50米淘汰赛季军，
海南牧马人二队赢得了复合弓团体室
外50米淘汰赛季军，莫杨赢得了光弓
男子个人室外30米排位赛季军。这次
比赛让海南木马人射箭俱乐部在国内
业余射箭界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名

声。今年40岁的张龙5年前开始玩射
箭，他是海南木马人俱乐部水平最高、
成绩最好的箭手。该俱乐部荣获2017
年度“ACAC”射箭俱乐部联赛光弓俱
乐部年终排名第一名，张龙也在年终
排名光弓男子组第一名。

海南木马人射箭俱乐部近日在海
口市滨江路花卉大世界修建了几条70
米长的标准箭道，海南的冬天气候宜

人，非常适合高水平运动队冬训。韩
国仁川射箭队得知海口有标准的户外
射箭场后，联系海南木马人射箭俱乐
部，要来海口进行冬训。此前，韩国射
箭队经常飞赴广西进行短暂的冬训。

海南木马人射箭俱乐部的张龙
说，韩国仁川队的队员大都名列韩国
射箭排行榜前8名，这些队员都是韩
国国手，他们多次代表韩国队参加奥

运会、世锦赛等比赛。能和这样的高
手同场切磋，对海南业余箭手水平的
提高大有益处。

韩国仁川射箭队主教练是朴成
洙，他曾获得过1988年汉城奥运会男
子团体金牌。韩国仁川队领队徐巨元
曾任韩国国家队主教练20年，带领韩
国国家射箭队征战过多届奥运会、世
界杯、亚运会等国际重大体育赛事。

韩国仁川射箭队月底来琼冬训

海南业余箭手将和韩国国手同场比拼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徐
慧玲）12月 11日，WUCG2018世界
大学生电子竞技联赛全球总决赛在三
亚闭幕。

此次比赛历时3天，来自中国、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7个国家和
地区的高校学子在电子竞技项目上
展开对决。最终，厦门集美大学获得
《英雄联盟》中国区冠军。安徽建筑
大学技高一筹击败对手，夺得《QQ
飞车手游》中国区总决赛冠军。安徽

建筑大学完胜上海财经大学，获得
《王者荣耀》女子组中国区冠军。在
《王者荣耀》大众组中国区比拼中，武
汉光谷职业学院击败上海财经大学
获得冠军。中国集美大学、日本名古
屋学院大学分获《英雄联盟》《炉石传
说》全球冠军。

在当天举办的WUCG2018全球
总决赛·电竞嘉年华论坛上，与会专家
围绕电竞文化和青年精神等话题进行
交流探讨。

海峡两岸暨港澳律师高尔夫赛收杆

文盛北京律师高球队夺冠
本报海口 12月 11日讯 （记者王黎刚）经

过两天的比拼，第 14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律师
高尔夫联谊赛 10日在海口观澜湖球会收杆。
最终，文盛北京队获得团体冠军。深圳队的廖
哲韬赢得了男子个人总杆冠军。广州队的车
燕燕和北京队的许涛获得并列女子个人总杆
冠军。

海南队在本次比赛中表现突出，男队获得
了团体季军。童天行和陈钭一分别赢得了男
女个人总杆季军和亚军。广州队取得了男子
团体亚军，北京队的宋爽获得了男子个人总杆
亚军。

本次比赛共有 13支球队 208 名律师高尔
夫球爱好者参加，是历届比赛中参赛人数最
多的一次。这也是海南第二次承办本次比
赛。在海南律师界，喜欢高尔夫球的人不少，
水平不低。海南律师高尔夫球队曾夺过两次
男子团体冠军。海南队共有 25 名球手参加
本次比赛。

通过海峡两岸暨港澳律师高尔夫联谊赛的
平台，海南律师以球会友，不仅切磋了球艺，也
促进了各地律师间的交流和沟通，增进了友谊。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从12月11日下午
举行的中国帆船年度盛典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18中国帆船年度盛典将于
12月13日至21日在海口举行。

据了解，此次盛典共有中国家庭
帆船总决赛、中国帆船联赛总决赛、
中国帆船年度奖项暨荣誉殿堂颁奖
典礼、世界帆联高峰论坛、海口市国
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开港仪式暨中
国帆船协会南方总部揭牌仪式等8
项活动，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帆船联合
会、亚洲帆船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
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帆船机构、城市

的代表等近800人参加。在15日举
办的世界帆联高峰论坛上，来自丹
麦、新西兰、青岛、海口、三亚等世界
帆船城市代表将共同商讨帆船运动
的发展。

此外，12月16日下午将举行海
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开港仪式
暨中帆协南方总部揭牌仪式。该码头
为国内大型公共码头之一，将为中国
国家帆船帆板队提供更加优良的训练
条件，同时也为海口市以及全国的帆
船爱好者提供优质的母港条件，为全
国帆船运动的培训提供完善的全年度
基地设施。

11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18国际泳联短池游泳世
界锦标赛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汪顺夺得冠军，为中
国队夺得本届世锦赛首金。 新华社发

游泳短池世锦赛杭州开赛

汪顺为中国队夺首金

据新华社杭州 12月 11日电
（记者夏亮 周欣 李嘉）“妈妈每次
带着你一起去游泳的时候都觉得
特别开心舒展，相信你在我的肚子
里面，一动一动的，也觉得很舒服
自在吧。”2018年杭州短池世锦赛
开幕式，9个月身孕的准“二宝妈
妈”罗雪娟的亮相，将现场气氛推
向了最高潮。

“孩子，妈妈在泳池边等你。”
伴随着一段怀孕期间在水中游泳
的短片，杭州籍奥运会冠军罗雪娟
轻抚肚子在台上登场。她浪漫的
泳动，温柔的诉说，将满腔的热情、
母爱和希望倾注入泳池，引发了现
场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事实上，这个创意的诞生纯属
意外。在确定了运动员作为文艺

演出的主体之后，主创团队计划让
几代杭州籍世界冠军共同亮相，但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罗雪娟此时已
有身孕。

“当时我们脑海里第一时间想
到的是雅典奥运会，一致决定用艺
术的角度搬过来，通过新生命，来
展现生命和水之间的关系。”艺术
总监崔巍说。

短池世锦赛开幕式有创意
准“二宝妈妈”惊艳亮相

万宁市举行老年人运动会
本报万城12月11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陈燕清）12月 11日，万宁市第6届老年人体育
运动会在万宁市人民公园开幕。本届运动会旨
在为万宁老年人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展示万
宁市老年人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

据了解，万宁市第6届老年人体育运动会
设有9个比赛项目，共有46个参赛代表队，参
赛运动员有 1800 多人，是万宁市历届老年人
运动会中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本届运动会
是对 3年来万宁市老年人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的一次检阅。

世界大学生电竞赛总决赛三亚落幕

集美大学获《英雄联盟》冠军

中国帆船盛典将在海口举行
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同期开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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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举办首届
海洋环保艺术展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易
宗平）一只巨大的海龟背上，活灵活现
地游动着大量小鱼，彰显出美丽和谐
的海洋生态环境。12月11日，三亚
首届丝路·中国蓝海洋环保艺术展上
的这幅艺术作品甫一展出，就吸引了
众多观众的目光。

本次展览共有30件海洋水墨作
品、32件草原皮画作品一同展出。在
众多参展作品中，中国海洋画研究院
副秘书长钟德以中国水墨画的艺术形
式，拓宽了海洋环保和海上丝绸之路
的文化视野。钟德透露，尽管常住北
京，但他每年都要用很长时间在世界
各地收集海洋创作素材，其作品都是
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

展览吸引了不少市民和国内外游
客观看。三亚市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
任姜东春说，举办丝路·中国蓝海洋环
保艺术展，通过艺术家的作品表达对
海洋环保的认识，旨在唤起社会各界
对海洋环保的关注，激发全民参与海
洋保护的积极性，也为世界各地到三
亚的游客送上一份文化艺术大餐。

据悉，三亚首届丝路·中国蓝海
洋环保艺术展展览时间为12月11日
至12月18日。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马伟元 实习生杨
帆）“潮起海之南·欢歌天之涯”2018
中国（海南）民歌盛典系列活动自启动
以来吸引了众多海南民间歌手报名参
赛。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12月
11日从盛典组委会获悉，在2018中
国民间艺术节舞台上大放异彩的翩哈
组合，12月11日也带着他们的原创

音乐作品《难别的爱》MV报名并被组
委会专家评委遴选进了复赛。

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选拔大赛
经初赛征集、专家评委评选后，已选出
40首歌曲进入复赛。复赛将于12月
22日、23日分两场在海口海甸城中心
广场举行，复赛将选出16名选手进入
决赛，决赛将于2019年1月5日在海

口万绿园中心草坪进行。
据了解，翩哈组合成立于 2013

年，由龙新、高山、王迅、朱雪荣、马彩
金和黄丽萍6位黎族优秀歌手组成，
团队年龄跨度较大，海南省五指山市
黎族民歌传承人、海南省优秀民间艺
术家黄清妍担纲团队指导老师。

翩哈组合的原创音乐作品《难别
的爱》表现了一对黎族恋人从相识、相
知、相爱到分离后的思念之情，以及阿
哥渴望阿妹重新回到自己身边的迫切
心情。在歌曲演唱过程中，翩哈组合

身穿的黎族服饰特色鲜明，寄托了黎
族人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也为表演锦上添花。

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系列
活动包括海南民歌选拔大赛、民歌手
机铃声推广、海南新民歌创作采风活
动、开设《新时代·海南民歌创作传唱
课堂》、海南民歌抖音秀、海南民歌
MV拍摄以及海南民歌文化进校园、
进军营、下基层等。其中，海南民歌选
拔大赛将评出中国（海南）民歌盛典金
奖1名（奖金1万元）、银奖2名（奖金

各5000元）、铜奖3名（奖金各3000
元），最佳人气奖1名（可重复获得，奖
金 2000 元）、优秀奖 9 名（奖金各
1000元），并颁发证书、奖杯。报名联
系电话：15595653683。

据悉，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
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海南省文联共同主办，南海网
及海南各市县县委宣传部、县文体局
承办，海南省音乐家协会、海南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协办，并得到海口海甸城
购物中心大力支持。

40首歌挺进中国（海南）民歌盛典复赛
翩哈组合原创音乐作品《难别的爱》入选

关注中国（海南）民歌盛典

本报八所12月11日电（记者张
惠宁）12月10日晚，2018东方黎锦
旗袍佳人（全国）大赛总决赛在东方
举行，大赛评出了个人及团队冠、亚、
季军和7个单项奖、十佳选手奖等12
类奖项。

据介绍，本次大赛设置了礼服、
旗袍走秀环节，评委通过气质、形态、

仪态、表情、服装、协调、台风等，对参
赛佳丽舞台形象、舞台表现力进行评
判。经评委现场打分，进入总决赛的
40位旗袍佳人及5支团队逐一登场
亮相，以精彩演出为大赛添彩。

最终，来自黑龙江的杨珉珉获得
冠军，来自湖南的吴纪莹获得亚军，
来自江西的林静获得季军，此外还评

出了最佳上镜奖、最佳人气奖、最佳
台步奖等7个单项奖，另有10位选手
获得十佳选手奖。

海南省黎族服饰文化交流协会
会长汤婷介绍，本次大赛旨在为群众
带来一场文化盛宴，为广大女性提供
一个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平台，为
不同民族同胞之间架起一座情感沟

通的桥梁，让更多人了解黎族历史文
化和民族风情，为中国旗袍和东方黎
锦非遗文化传承开辟新途径。

据了解，2018东方黎锦旗袍佳
人（全国）大赛总决赛由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省妇联、省商务厅、省
民宗委指导，东方市政府、省黎族服
饰文化交流协会主办。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黄婵敏）为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进一步推动现实题材文艺作
品创作生产，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文
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与广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承办的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
术作品展演（广东站），于11月27日
至12月15日举行。海南省琼剧院一
团创排的原创现代琼剧《圆梦》作为参
演的16台剧目之一，受邀于12月11
日晚在广东粤剧艺术中心演出。

原创现代琼剧《圆梦》入选文化
和旅游部2018年度10大戏曲剧本
扶持项目和海南省委宣传部优秀原
创剧本创作扶持项目。该剧以反映
当代青年“共谋农村新发展，共建美
好新海南”为主题，描写海南天水村
青年劳思福、鹃子、符燕、王小瑞在不
同的人生观碰撞下，经过一番好事多
磨，最终达成共同目标——助力家乡
脱贫致富、建设美好新农村。该剧
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

级演员符传杰，国家一级演员林川
媚，优秀青年演员阮丹青、姚潮、黄
守佳等主演。

《圆梦》特邀国家一级编剧、广东
省梅州市戏剧研究室主任林文祥与
海南省琼剧院琼剧编剧潘心团联手
编剧，是粤琼两省文艺创作的结晶，
编剧匠心独运地将两地文化符号运
用到剧中，使整台演出风格轻松诙
谐又不失庄重。此外，周冰、张拔
山、张发长等省内知名艺术家也加盟

创作，在导演、配器、音乐、灯光、舞
美、表演等方面进行创新，使传统琼
剧更具观赏性。

《圆梦》在广州演出吸引了大批
羊城戏迷观看。紧扣现实的主题，扑
面而来的时代气息，鲜明的本土特
色，质朴的对白以及妙趣横生的表演
引来观众阵阵掌声。

据悉，该剧演出团队将借此次赴
穗演出之机，广泛收集专家意见，继
续对该剧进行打磨提高。

参加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广东站）

现代琼剧《圆梦》讲述海南扶贫故事

东方黎锦旗袍佳人大赛总决赛落幕

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

电影《黄大年》今日上映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白瀛）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推介影片《黄大年》将于12
日起在全国公映。影片通过讲述战略科学家黄大
年的事迹，讴歌改革开放给我国科技事业带来的
巨大变化，塑造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英雄形象，展
现了以黄大年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赤诚的爱国情
怀和忘我的奋斗精神。

黄大年是我国地球物理学家，生前担任吉林
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2009年，他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带
领团队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填
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黄大
年因病逝世，年仅58岁。黄大年逝世后被追授为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等称号。
《黄大年》导演成科11日在京说，这个时代需

要弘扬英雄、讴歌英雄，更需要走近英雄，而英雄
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把他作为一个普
通人来塑造，就会发现他身上有许许多多的闪光
点。我们塑造黄大年是通过他的夫妻情、父女情、
同学情、朋友情、师生情，通过多方面的情感纠葛，
来表达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片中，张秋歌扮演主人公黄大年，史可扮演黄
大年的妻子张艳。

《黄大年》海报

电视剧《大浦东》央视开播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白瀛）由

金融视角透视改革开放40年的电视剧《大浦东》
11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剧展现了浦东
从“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棚户区
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的巨变过程。

该剧导演王义明介绍，《大浦东》以大时代背
景下小人物的生活、工作、命运周折为切口，讲述
赵海鹰、陈梦蕾、谢天阳、吴一白等年轻人在时代
浪潮中把握机遇、追逐梦想的创业经历以及对梦
想的执着追求。张博、李念等主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