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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文城1月13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宋爱强）1月13日，文昌首届越野场地赛在该市
文城镇举行，吸引了全国130多辆越野车参与，其
中48辆车参加AB赛道比赛。

上午11时许，参赛选手在泥泞、崎岖的赛道
上模拟越野障碍救援，越野车涉水排查灾情等。
AB赛道由专业人士设计，要求车辆越野性能强，
能够爬山涉水应付各种恶劣地形的考验，比赛极
具观赏性和挑战性。

作为活动主办方代表，文昌汽车协会会长詹
达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南
全省越野车爱好者大约有5000人，许多越野车队
组成应急救援队，曾参与过不少救灾行动。举办
此次活动，旨在引导大家一如既往树立良好的社
会形象，并为各种救援工作总结经验，传承越野精
神，传递社会正能量。

据悉，参与过抗灾救援的越野车，每台车都配
备了电台和专业拖车救援装备，在手机无信号的
情况下，可确保应急救援通信畅通，遇到灾情，能
迅速变成一支拉得出、用得上、能发挥作用的民间
救援队伍。

文昌举行越野场地赛

首届文昌越野车场地赛开赛。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王黎
刚）第四届海口火山自行车文化节13
日在海口秀英区石山镇结束。来自国
内外3000多名骑友参加，本届赛事总
奖金高达22万元。

经过激烈角逐，获得女子山地自行
车赛前3名的分别是陈颖、于广冬和唐
景燕。获得男子山地自行车赛前3名
分别是郭鑫伟、曹建华和余绍霖。获得
男子组公路赛前3名的分别是林开雄、
胡浩和周克强。获得女子组公路赛前
3名的是梁艳青、傅诗琪和杜传艺。

随着前3届火山自行车文化节的
成功举办，海口石山优美的生态环境、
火山文化、传统古村落得到挖掘传播，
乡村旅游、热带水果、特色民宿等丰富
多彩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得到全面

推广。第四届“海口火山自行车文化
节”旨在倾力打造更具影响力和吸引力
的火山节庆赛事活动，不断推进“体
育+旅游”“体育+文化”深度融合发展。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
火山自行车文化节每一届赛事的系列活
动均吸引了数千名岛内外，甚至是海外
的专业选手和骑友参与。每年数十家主
流媒体报道，提升了海口旅游文化品质，
让国内外游客发现海口之美、感受海口
的温暖和热情。

为全力支持文明创建工作，主办方
将赛事报名费作为公益基金捐赠给海
口市文明办，作为道德模范奖励帮扶基
金，用于海口市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待
遇保障和生活困难的帮扶。近年来，海
口秀英区充分挖掘火山羊山特色旅游

资源以及火山口公园景区的辐射带动
作用，利用石山“互联网+旅游+农业+
文化体育”等载体，加快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加强旅游行
业监管和市场宣传，实现以乡村旅游发
展带动强村富民目标。

本次活动除专业的山地自行车赛
和公路自行车赛外，还有开幕式表演、
无人机表演、自行车展览、海南各地美
食展、手机摄影比赛、儿童滑轮车比赛、
车模表演、小轮车特技展示等活动。此
外，现场还举办“爱心扶贫集市”和美食
节，为参赛选手与游客提供舌尖上的盛
宴。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体验感受自
行车的运动快乐和精彩赛事，还可以品
味美味无比的火山美食、感受独具特色
的火山文化。

火山口下的自行车赛别具特色
海口火山自行车文化节落幕 3000多名骑手参赛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2019年第
18届精功（国际）模特大赛新闻发布
会日前在海口举行，组委会相关负责
人携往届精功模特大赛获奖模特共同
启动了2019第18届精功（国际）模特
大赛。

据介绍，本届精功模特大赛又创
一项新纪录——在全国同步开启30
个分赛区，助力海南文化产业发展。
本届大赛将于3月正式拉开战幕，全
国30个分赛区同步接受选手报名，其
后，各分赛区陆续展开海选、晋级赛和
分赛区决赛角逐。晋级全国总决赛的
模特选手，将于7月汇聚海口，然后进

行为期20天的“精功美丽训练营”集
训和外景拍摄等系列活动，8月3日在
海南举行全国总决赛。

新闻发布会上，本届大赛面向全
国征集而来的赛事主题“出彩精功 相
约海南”揭晓。

精功模特大赛是从海南本土发展
壮大起来的时尚选拔大赛，自2002年
举办至今，其积极影响辐射到全国，知
名度传向海外。近几届大赛，有俄罗
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古巴、喀
麦隆等欧洲、美洲和非洲国家选手参
赛，还有俄罗斯选手获得赛事大奖，赛
事成为海南文化领域一个知名品牌。

精功模特大赛海口启动
全国总决赛将于8月在海南举行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钟南）1 月 12日上午，
2018年海南省社科联《“童心墨趣绘
椰岛”高校与小学中国画校本课程联
合开发及实施研究》课题成果汇报展
在琼台书院举办。220余幅作品展示
了我省高校与小学合作，在中国画美
术教学上取得的成果。

《“童心墨趣绘椰岛”高校与小学
中国画校本课程联合开发及实施研
究》课题是琼台师范学院美术系与海
口市滨海九小、海口市山高小学、海口
市琼山四小、海口市灵山中心小学、海
口市第二十七小学等学校和社会艺术
培训机构合作，从课程内容设置、师资
培养、教学方法研究等方面对小学中
国画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进行研究的
海南省社科联基地课题。

在不同性质的学校以及艺术培
训机构，课题组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结合各自教学环境，研究适用性
强、操作性强的有效教学方法。以
中国传统水墨画语言为主，对热带
花卉、热带水果、热带雨林、海洋以
及都市绿色家园进行描绘，探索出
行之有效的、合理的校本课程课堂
教学模式。课题研究期间，课题组
前往上海等地调研，并安排了课题
研究中期检查，教学公开课，理论研
讨会等系列活动。

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课题研究一
学期以来的课堂教学成果。在220余
幅作品中，公众可以看到孩子们笔下
的热带花卉、水果，热带雨林、海洋以
及自己熟悉的都市绿色家园等。孩子
们用酣畅淋漓的水墨、缤纷纯真的色
彩描绘着自己的感受，彰显童心。值
得一提的是，课题研究实施期间，有
12幅作品入选由中国美协少儿艺委
会主办的全国大型展览。

童心墨趣绘椰岛
我省举办高校与小学中国画校本课程成果汇报展

2019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即
将拉开帷幕。作为网坛的开年大戏，
今年的澳网较之去年明显更有看头，

“三巨头”继续坐镇，小威、穆雷、锦织
圭等多位名将也悉数回归，墨尔本公
园内的竞争如澳大利亚盛夏的天气
一般火热。

天王天后能否续写传奇
去年，罗德·拉沃尔球场见证了

费德勒成功卫冕，第六次捧起诺
曼·布鲁克斯挑战杯。今年，如果
瑞士天王能够再次登顶澳网，不仅
将收获自己的第21个大满贯单打
冠军，还将迎来职业生涯的第100
个冠军头衔。

费德勒刚刚带领瑞士队赢得霍
普曼杯，从目前的签表看，他在前两
轮都不会遭遇重量级对手，第三轮才
有可能遇到30号种子孟菲斯。

作为曾经的女子网坛霸主，小威
曾7次获得澳网冠军，其中6次是在单
数年。今年如果她顺利夺冠，将追平
澳大利亚网球名宿玛格丽特·考特创

造的24个大满贯冠军的历史纪录。

中国金花能否实现突破
澳网一直是中国“金花”的福地，

但继李娜夺冠之后，再没有“金花”能
够进入女单四强。

今年，中国女网选手中排名最靠
前的王蔷首次以种子选手身份进入
澳网女单正赛，签运也不错，如果能
进入第三轮，可能要面对13号种子
拉脱维亚的塞瓦斯托娃。

同样有望实现突破的还有 90
后小将王雅繁。此前的澳网赛场
上，王雅繁一直未能闯过女单第一
轮。今年，她刚刚拿下职业生涯世
界排名新高，澳网首轮对手是持外
卡参赛的本土选手佩雷斯。如果
能够顺利晋级，就将创造个人澳网
最佳成绩。

新生代能否实现超越
去年，韩国新星郑泫是澳网赛场上

不折不扣的一匹“黑马”。今年的墨尔
本公园同样期待网坛新生代的崛起。

年仅21岁的兹维列夫被外界寄
予厚望，他在去年的年终总决赛上战
胜了费德勒和焦科维奇夺冠，排名升
至世界第四。

女单方面，同样21岁的大坂直
美也备受关注。

新赛制效果几何
今年澳网奖金总额提升了10%，

达到605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96
亿元），但与此同时，球员们也要面对
新赛制和一系列新举措，包括长盘决
胜制的取消、所有正赛都采取25秒
发球计时、16个比赛场地都安装电
子回放系统、女子资格赛的选手从
96名增加到128名等。

尽管澳网官方表示这些改变是
基于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但并非所
有球员都买账。据报道，兹维列夫就
对长盘赛制的取消表示了异议，认为
这样的改变让比赛失去了它原本的
一些味道。不过，澳方官方表示这是
对球员和球迷最好的结果。

（据新华社墨尔本1月13日电）

澳网四大看点
费天王能否成就百冠 中国金花能否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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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世界围棋锦标赛

首现中韩棋手争冠
据新华社贵阳1月13日电 中国棋士柯洁和

韩国棋手申真谞13日在贵州安顺分别战胜陈耀
烨九段和辜梓豪九段，闯入第四届“百灵杯”世界
围棋锦标赛职业组决赛。这是赛事举办以来首次
出现中韩棋手争冠局面。

对于将在15日开始的三番棋决赛，申真谞表
示，柯洁是非常优秀的选手，自己的实力处于下
风，他要好好准备。在上月底的首届“天府杯”世
界围棋锦标赛决赛中，未满19岁的申真谞1：2负
于陈耀烨，错失夺得个人首个世界冠军的机会。
中国围棋队领队华学明预测，决赛将是五五分。

另一场半决赛在柯洁和陈耀烨之间进行。上
届冠军陈耀烨对比赛很是重视，提前近十分钟来
到对局室。猜先后陈耀烨执白，序盘中他掌握着
棋局的主动权。柯洁则耐心寻找机会，“小刀割
肉”般将差距缩小，形势较为胶着。在133手柯洁

“尖”出后，陈耀烨应对失误。奕至232手收官，柯
洁黑棋四分之三子胜出。

这是柯洁连续第三届进入“百灵杯”决赛。第
一届“百灵杯”于2012年举行，中国选手包揽了四
强，此后两届的冠亚军也均被中国棋手包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