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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林永
成）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获悉，今年将有400多项全
民健身赛事活动在我省各地上演。
通过多层次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进一步激发群
众参与体育健身的热情。而系列品
牌赛事的打造，将助推体育旅游消费
产业链的形成。

据了解，今年我省的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分为四个版块，一是具有海南
地域特色的海南亲水运动季；二是海
南最高水平的交流展示盛会——海
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三是各项目最
高水平的群众比赛——系列公开赛；
四是继续打造马拉松、高尔夫等全民
健身大型品牌赛事活动。

今年我省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活
动十分丰富，赛事活动周期长，有的
几个月，有的持续近半年，各种品牌

赛事活动项目贯穿全年。
已连续举办了12届的海南省体

育大拜年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将为今
年我省全民健身热闹开年。活动设
有海口、澄迈、琼海三个主会场，将于
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二）拉开帷幕。

2019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将
于3月10日鸣枪开跑。已举办过三届
的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拥有中国最
浪漫的热带滨海赛道，荣获中国田协

“银牌赛事”和“最美赛道特色赛事”称
号，今年预计有2万名跑者参与。

2019海南省全民健身系列公开
赛将于4月份全面启动。海南省全民
健身系列公开赛是一项能让群众广
泛参与的全民健身赛事，也是这些项
目我省最高水平的群众比赛，将营造
出浓烈的全民健身氛围。

2019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将于
5月份揭幕。该项赛事历经十年发

展，形成了以职业赛、业余赛、青少年
赛为主，以全国巡回推广赛及配套活
动为辅的完善赛事体系。今年海南
高尔夫球公开赛进入第十一个年头，
新赛季令人期待。

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将于6月份
启动，活动将持续至年底。据了解，今
年亲水运动季将在去年8个市县的基
础上力争拓展到全省各市县举办，整
合各地水上运动、沙滩运动、山地户外
运动资源，深度融合当地的旅游、文
化、体育资源，进一步将亲水运动季打
造成海南独特的体育旅游产品。

2019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于
8月份启动。本届运动会将在各市县进
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选拔活动，
优胜者将代表各市县到海口参加决赛。

此外，海南国际能源汽车拉力赛
今年将步入第二届，世界桥牌年度颁
奖盛典也将继续在三亚举行。

据了解，今年我省全民健身品牌赛
事十分重视品质的打造，在引领全民健
身深入开展的同时，促进体育与文化、
旅游的深度融合，拉动体育消费。

2019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将吸引
2万人参与，除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运动员和跑友，还有游客与候鸟人群
参与。今年赛事亮点之一，是联动将于3
月3日举行的海口马拉松，共同推出原
创体育旅游活动IP——2019嗨跑节。

第三方评估报告显示，2017首届
海南亲水运动季综合效益超过1.3亿
元。其中，经济效益接近9500万元，
社会效益超过3800万元。首届亲水
运动季仅有海南东部六市县参与，今
年亲水运动季很有可能扩大至海南
全域，体育旅游消费的潜力巨大。

2018海南国际能源汽车拉力赛
是我省首次举办，吸引了多家国内外
知名新能源汽车品牌参与，赛事大力

传播环保生活理念，引领绿色时尚的
消费理念。今年赛事的规模将一进步
扩大，将带来可观的体育旅游消费。

我省还将多层次开展各类全民
健身赛事活动。据介绍，今年我省将
以省级全民健身系列公开赛为抓手，
继续开展青少年游泳、健身跑、健步
走、登山、骑行、乒乓球、羽毛球、篮
球、气排球、网球、广场舞、轮滑等群
众参与性强、普及面广、健身价值高
的体育运动项目。此外，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将指导、支持各市县、
省体育总会、企业及各单项协会举办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赛事
活动，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将组
织海南省代表队，参加8月在河南郑
州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和11月在浙江举行的
第四届全国智力运动会。

满足群众健身需求 打造品牌赛事活动 助推体育旅游消费

我省今年将举办400多项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第78分钟替补出场

武磊完成西甲首秀

武磊在西甲首秀中奔跑。 小新发

本报讯 北京时间2月2日晚，在
西甲联赛第22轮比赛中，西班牙人客
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刚刚冬窗
转会西班牙人的中国球员武磊第78
分钟替补出场，完成西甲首秀。

比利亚雷亚尔第37分钟打破僵
局，伊博拉近距离补射打入空门。
第65分钟，比利亚雷亚尔扩大比分，
埃卡姆比突入禁区右侧被埃尔莫索
拉倒，卡索拉主罚点球命中。

西班牙人第75分钟扳回一城，格
拉内罗任意球直接射门令阿森霍扑救
脱手，博内拉解围不慎捅入自家大门。
第78分钟，武磊替换迪达克出场，迎来
西甲首秀。武磊的西甲首秀有些亮点，
西班牙人第81分钟扳平，梅伦多回传，
罗萨莱斯右路禁区前弧线球射入球门
左上角。第86分钟，武磊后场抢先捅
出皮球展开反击，迫使伊博拉战术犯规
得到黄牌。第92分钟，梅伦多直传，武
磊带球突入禁区边缘被冈萨雷斯破坏
出底线。最终，双方战成2：2平，武磊
也完成西甲首秀。 （小新）

据新华社广州2月3日电（记者
王浩明）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官
方宣布，韦世豪、高准翼、吴少聪三名
球员正式加盟。

1995年出生的韦世豪司职边锋，
是现役国脚，曾先后效力于上海上
港、北京中赫国安队。上赛季，他代
表北京中赫国安队出场22次打进4

球。与韦世豪同龄的高准翼司职中
后卫，是U23国家队队长，曾先后效
力过山东鲁能、河北华夏幸福队。
2000年出生的小将吴少聪身高达到
1米92，司职后卫，多次入选国青队，
2018年曾代表U19国青参加雅加达
亚青赛，加盟恒大前效力于日本J联
赛的清水心跳队。

广州恒大宣布三将加盟

“云木杯”9人制排球
全明星赛定安站开赛

本报定城2月3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王丽云）2019年“云木杯”9人制排
球全明星赛（定安站）近日在定城镇举行。海口
队以总比分3：1战胜文昌队，夺得冠军。

此次比赛有文昌队、海口队、云木杯俱乐部
“海南联队”共3支队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冠
亚军争夺战在海口队与文昌队之间展开。

据了解，云木杯赛事组委会以后将每年在定安
举办2期以上的9人排球精品赛事，在当地形成规
模较大、持续性较强、有影响力的排球赛事品牌。

15支“村民”球队角逐
海口市秀英“迎春杯”篮球赛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海口市第十五届秀英
“迎春杯”篮球赛将于2月7日（大年初三）在海口
市玉沙广场·京华城开打，来自海口市秀英区和
龙华区15个村的“村民”篮球队参赛。赛程日前
出炉，比赛为期4天，将进行42场角逐。2月7
日，玉沙村和秀英村将打响揭幕战。

从2005年开始，海口秀英“迎春杯”篮球赛每
年都会在春节期间举行，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十四
届。该项比赛竞赛规程规定，各参赛球队队员均
为本村队员，严禁外援参赛。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该项比赛已成为海口市篮球的一项传统品牌赛
事，也是一项当地村民春节期间重要的文体活动。

今年是第十五届比赛，共有15支“村民”篮球队参
赛，分别为：业里村、秀英村、玉沙村、苍西村、向荣村、
滨涯村、永庄村、滨濂村、苍东村、书场村、新村、周仁
村、水头村、儒益村和头铺村。15支队伍分为四组进
行单循环赛制，各组的前两名进入前八名的争夺，其余
队伍进行第九至十五名的排位赛。比赛期间，还有现
场红包派送、看直播抢红包、文艺表演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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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3日，
2019中国平安中超联赛赛程公布，新
赛季中超联赛将于3月1日开踢，12
月1日上演收官战。

3月 1日进行首轮的4场比赛。
开幕式落户深圳，揭幕战将于3月2
日在升班马深圳佳兆业和河北华夏
幸福之间展开。首轮将上演备受瞩
目的上海德比，卫冕冠军上海上港将

客场对阵上海绿地申花，这场比赛安
排在3月1日进行。

新赛季中超联赛将有五段休赛
期，3月11日至28日中超将进入第一
个休赛期，6月3日至13日进入第二
个休赛期，8月13日至9月12日将迎
来一个月的休赛期，9月23日至10月
17日、10月28日至11月21日则是
最后两个休赛期。

2019中超联赛赛程公布
3月1日开踢 开幕式落户深圳

勇士 115：101湖人

掘金 107：106森林狼

火箭 125：98爵士

雄鹿 131：115奇才

魔术 102：89篮网

黄蜂 125：118公牛

步行者95：88热火

马刺 113：108鹈鹕

快船 111：101活塞

骑士98：111独行侠

老鹰 118：112太阳

76人 108：115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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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过大年”文化展
正月初一骑楼老街开展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郭萃 见习记者
林曦）“在海口过大年”文化展将于2月5日在海
口骑楼老街中山横路举办。展览免费对市民游客
开放，展出时间为2月5日至2月19日（正月初一
至正月十五）。

本次展览分汉声《大过猪年》展、汉声“中国传
统文化基因库”展、“经典海南文化”展3部分，向
市民游客展示海南传统文化。

此外，2月5日至2月19日还将在海口市民
游客中心举办“海南岛国际生活艺术展”，为市民
游客呈上更多春节文化大餐。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钟南）2月2日晚，2019年
海南省琼剧春节晚会在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1000平方米演播大厅举行，晚会
同时通过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综艺
频道、海南民生广播、海南网络广播电
视台等现场直播，春节期间在各电视
频道及广播频率重播。

近两年，琼剧春晚已逐渐成为海
南戏迷心中的年度品牌盛会。2019年
琼剧春晚可谓百花齐放，符传杰、吴多
东、韩海萍、林川媚、刘秀蓉、李逢迅等
琼剧名家悉数亮相，林飞、吴崇阳、叶建
宏、李硕征、张昌义、吴巧音、姚彩虹等
青年演员联袂演出，同时集合了中国戏
曲学院附属中等戏曲学校、北京戏曲职
业艺术学院琼剧委培生、海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3+4”琼剧表演专业学生等，
共同唱响琼剧传统曲目，展现琼剧时代

风貌，让广大戏迷大饱眼福。
晚会由“序·春暖花开”“春花秋

实”“桃李芳菲”“箐箐春蕾”“万紫千
红”“尾声·繁花似锦”6个篇章构成，
以“传承、发展、创新”为主题，选取了
2018年以来琼剧《圆梦》《秋菊姨母》
等精品剧目和《搜书院》《春水浇桃花》
等传统剧目唱段，以及《古韵新声绕云
端》《新时代自贸港百花争妍》等新创
戏歌，唱响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一主题。晚
会延续前两年琼剧春晚的风格模式，
以新颖的表演形式、经典的唱段组合

弘扬传统，汇聚精华。演出现场，名家
新秀荟萃一堂，精彩节目应接不暇，引
来观众掌声和叫好声，现场气氛热烈。

据悉，2019年琼剧春晚将于春节
期间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
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公共频道、影视
综艺频道以及音乐广播、民生广播等
电视频道和广播频率多次重播。

本次晚会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海南省琼剧基金会主办，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综艺频道、省琼剧
院、省艺校共同承办。

2019年海南省琼剧春晚举行
将于春节期间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重播

2月2日晚，2019年海南省琼剧春晚在海口上演。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摄

开场舞蹈《春海》
领舞：王倩、宋玉龙、李响等

【三地分会场拜年】

舞蹈《百狮报喜贺新春》
领舞：刘迦
相声《妙言趣语》
表演：岳云鹏、孙越
歌舞《中国喜事》
演唱：凤凰传奇、钟汉良（中国香港）
小品《站台》
表演：尚大庆、李文启、黄晓娟等
歌舞《妈，我回来啦》
演唱：容祖儿（中国香港）

林志炫（中国台湾）
沙宝亮、涵子（海外华人）

【分会场：江西井冈山】

（1）歌舞《请茶歌》
演唱：刘涛、黄晓明
（2）歌舞《映山红》
演唱：吉克隽逸
（3）朗诵《可爱的中国》
表演：刘劲、刘佩琦、李光洁
（4）歌舞《新的天地》

演唱：郁可唯、平安、喻越越
戏曲《锦绣梨园》
表演：闫巍、袁慧琴、金不换等

【融媒体互动（二）】

小品《办公室的故事》
表演：闫妮、周一围、

吴海龙、张维威
歌舞《时间的远方》
演唱：孙楠、张杰
武术《少林魂》
表演：河南少林塔沟武校等
小品《“儿子”来了》
表演：葛优、蔡明、潘长江、乔杉
歌舞《我们都是追梦人》
演唱：秦岚、江疏影、景甜、王俊凯

王源、易烊千玺（加油男孩）
魔术《魔壶》
表演：刘谦（中国台湾）
小品《占位子》
表演：沈腾、马丽、艾伦、常远
歌舞《找朋友》
表演：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
歌舞《今夜无眠》
演唱：费玉清（中国台湾）

陈慧琳（中国香港）

【融媒体互动（三）】

小品《演戏给你看》
表演：孙涛、林永健、句号

【分会场：吉林长春一汽】

（1）歌舞《雪花赋》
演唱：杨宗纬（中国台湾）

杨颖（中国香港）
（2）歌舞《时代号子》
演唱：刘烨、白宇
舞蹈《敦煌飞天》
领舞：鲁娜、邱芸庭、王济禹等
歌舞《我和我的祖国》
演唱：郭淑珍、李光羲、

胡松华、刘秉义等
小品《啼笑皆非》
表演：贾玲、张小斐、许君聪

【融媒体互动（四）】

歌舞《我奋斗 我幸福》
演唱：成龙（中国香港）

陈伟霆（中国香港）、邓伦
歌舞《幸福中国一起走》

表演：张也、吕继宏

【特别设计】

（一）全国道德模范、时代楷模拜年
（二）“英雄航班”川航3U8633

机组
歌舞《点赞新时代》
演唱：乌兰图雅
表演：陕西省艺术馆民间社团
延安市安塞区民间艺术培训中心
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馆群众舞蹈团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群星舞蹈团
海口市琼山中学舞蹈团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宕渠舞蹈队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文化馆
北京市延庆区文化馆舞蹈团
山东招远实验幼儿园金娃艺术团

【分会场：广东深圳】

（1）歌舞《青春畅想》
演唱：韩雪、关晓彤、王嘉、魏大勋

台风少年团
（2）歌舞《朋友》
演唱：周华健（中国香港）

任贤齐（中国香港）

钢琴演奏：郎朗（中国香港）
歌舞《和祖国在一起》
演唱：雷佳、韩磊
【零点钟声】

【三地分会场拜年】

歌舞《同心共筑中国梦》
演唱：曹芙嘉、弦子、

阿云嘎、聚来提等
杂技《争奇斗技》
表演：河南省杂技集团、

济南杂技团等
特别设计《绽放》
表演：林志玲（中国台湾）
小品《爱的代驾》
表演：郭冬临、邵峰
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
演唱：于毅、扎西平措、傲日其愣

【公益广告《新春新声》】

舞蹈《英姿》
领舞：李祎然、王家鑫、胡图兰
结尾歌舞《难忘今宵》
演唱：李谷一、刘和刚、王莉、汤非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2019年央视春晚节目单新鲜出炉
我省文化机构春节期间举办系列文化活动

在传统文化里“尝”年味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钟南）新春佳节将至，海南日报记者2月3日从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了解到，春节期间，我省各主
要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将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广大群众可通过参
与活动体验节日习俗，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省博物馆举办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系列展，包括江山多娇——绂卿堂藏当代名
家书画展（展出时间：2月4日至28日）、“拓”春送
福 金“猪”贺岁——2019年省博迎新春活动（活
动时间：2月5日至2月10日）、“迎金猪 贺新年”
2019年文创春节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包括琼
工坊活态展演、琼戏台表演活动等（活动时间：2
月9日至2月10日），省博物馆2月4日（除夕）闭
馆一天。

省图书馆举办“阅读迎新春 书香进万家”系
列活动，包括“福”字石刻拓印体验活动（活动时
间：1月29日至2月7日)、“共读中华经典 同度传
统新年”楹联展（活动时间：1月29日至2月19
日）、海南省庆元宵民族管弦乐音乐会（活动时间：
2月19日晚8时、我们的节日·元宵节赏灯猜谜
（活动时间：2月19日晚7时至9时）。

省群艺馆举办公益性美术书法摄影作品汇报
展，活动已于2018年12月31日开幕，2019年2
月28日（除夕至初四闭馆）闭幕。琼式建筑文化
讲座将于2月19日晚8时至9时30分开讲，元宵
游园活动将于2月19日上午在省文体公园举行。

此外，省琼剧院、海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还于
1月至2月期间持续举办琼剧演出和公益电影放
映活动，用戏剧和电影解读中国榜样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