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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月5日12时-2月6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7

12

11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2

19

17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9年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
将于3月中旬开赛，第5次参赛的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大帆船队两个月前开始
备战。该院体育休闲专业教师、船队
船长邢增乐表示，力争在比赛中以好
成绩展现海南大学生航海人的风采。

2015年，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大帆
船队首次出现在海帆赛赛场，5年来，
他们一直参加“全环”航行。该船队参
赛水手均是该院大学生，尽管每年参
赛水手都有变动，但该船队的成绩一
届比一届好，去年，他们角逐的已是

“全环”组中级别最高的IRC1组比赛。
邢增乐难忘的是2015年率船队

首次参赛。赛前，他挑选了10多名大
学生及青年教师进行训练，他们此前都
没有海上航行经历，为此邢增乐组织水
手们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强化集训。“我
们先从OP级小帆船练起，然后驾驶大
帆船下海实战训练。最终，10名水手
脱颖而出，入选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大
帆船队参加海帆赛。”邢增乐说。那次
比赛，他们遭遇了不小的险情，让这些
大学生水手领教到了海帆赛的残酷。
邢增乐说，他们从三亚启航后航行较
为顺利，没想到在临高附近海域遇到
麻烦：“我们的船遭遇双重打击，主帆
升降和球帆升降都断了，当时风大浪
急，绝大多数水手严重晕船，情况非常
危险。好在经过全体船员齐心协力的

合作，最终度过了难关。”
在邢增乐看来，角逐“全环”并非

易事。他说：“最难的是西线航行，气
候和风力很不确定，有时长时间无
风，有时则会遇到大风大浪，船只一
不留神还有可能驶入渔网阵被缠。”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号是海帆赛
上第一艘参加“全环”的大学生船队，
海帆赛的举办催生了这支大学生船
队的诞生。该院2013年设立了体育
休闲专业，此前担任海南省帆板队教
练的邢增乐“转会”到了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任教，并组建起了大学生大帆
船队。邢增乐自豪地说，该院体育休
闲专业每年毕业的75名学生“供不
应求，不愁找不到工作，国内游艇俱

乐部抢着要人”。
邢增乐是海帆赛“老兵”，首届比

赛他作为裁判员参赛，第2届至第5
届他先后担任“紫荆号”“海南号”“三
力星号”船长角逐海帆赛，从第6届
开始，他率领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大帆
船队参赛。他说，海帆赛参赛船队越
来越多，水平也越来越高，参赛水手
中不乏帆船世锦赛和欧锦赛的冠
军。首届比赛的13艘大帆船型号各
异，最终组委会换算成绩时大费周
折。现在，参赛的40多艘大帆船按
赛船尺寸和型号分组，组别分得特
细。可以说正是海帆赛的举办，促进
了海南大帆船运动的开展。

（本报海口2月6日讯）

■ 新华社记者 王秉阳

2月5日大年初一正式上映的科
幻电影《流浪地球》，营造出了令人叹
为观止的视觉奇观。而同在2019年
上映的国产科幻影片还有《疯狂的外
星人》《上海堡垒》等，《流浪地球》有
望率先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科幻影视市场渐启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说：“我最想
做的事莫过于把我写的哪怕一个东
西变成一部电影，这个梦想已经很久
了”。而科幻电影作为一种高难度、
高成本的独特类型，代表了电影工业
的最高标准。《流浪地球》的横空出世
圆了刘慈欣的梦想，让人们看到了希
望。“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始人姬少亭
说：“《流浪地球》在电影制作层面的
成功打破了很多的‘不相信’，让电影
人、投资人都看到了中国科幻电影在
今天可以达到的高度。”

科幻作家韩松介绍，目前中国科
幻电影版权交易热烈，科幻电影制作

潜力巨大。接下来多部科幻电影陆
续上映“极有可能开启科幻全产业发
展的链条”。

本土文化是科幻基础

在以资金和技术为基础的电影
工业走向成熟后，科幻电影中更重要
的文化与价值观意义则更加凸显。

中国科学技术尤其是空间技术
的发展与赶超，为我们从宇宙视野审
视地球和自身提供了想象力基础。
韩松说：“这促使我们仰望星空，开始
关注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生存，想
要知道我们究竟是谁。”

深化自我认识的过程，也伴随着
自我表达意愿的增强。

有人说，这是《愚公移山》的故

事，这也确实是中国人视角下的关于
亲情、英雄、故园、家国乃至全人类社
会共同的故事。

在希望、亲情等人类共通情感之
外，本土文化的表达也成就了这部电
影的特殊性。

该片导演郭帆说：“将地球本身
带走的想法，表现了中国人对于土地
的情感，这在美国科幻电影中是很难
见到的，而文化内核是我们科幻文化
的基石。”

科幻终将照进现实

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
幻电影，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科幻作家陈楸帆说：“这是以中
国人所熟悉的情感结构与审美方式
去讲述一个关于科技、时空、文明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在电影中，当人类面临种群消亡
的极端情景时，凭借集体合作拯救了
地球，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变得真实
可感，展示了重建共识、打破藩篱、合
作共赢的积极意义。 （据新华社电）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体育休闲专业教师邢增乐：

海帆赛促进了海南帆船运动的开展

《流浪地球》或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
注重水循环利用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姬烨 汪涌）2022
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小海坨
山区域，为了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
低，该赛区注重水循环利用，通过收集融化雪水、地
表径流和建造蓄水池，实现雨雪全部收集、净化达
标和再利用，营造一个生态环保可持续赛区。

1月底，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来到延庆赛区，
考察了作为赛区基础性保障“生命线”的地下综合
管廊。综合管廊为延庆赛区造雪用水、生活用水、
再生水、电力、电信及有线电视等硬件接入提供通
道，目前已经实现隧道全线贯通。巴赫称赞延庆
赛区水循环利用“做得非常好”。

北京冬奥会包括三个赛区，分别是北京赛区、
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延庆赛区拥有两个竞赛场
馆，分别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介绍说，延庆赛区的水资源主
要用于造雪和生活用水，而位于赛区周边的佛峪
口水库以及地表径流、雪水融化收集则是水资源
的主要来源。

“延庆赛区周边村落共有约两千人，生活用水
靠城市管道供应，旁边的佛峪口水库的水部分用
于这些村落的农业灌溉，形式主要是果木种植，用
水量不大。”刘玉民说。

据估算，冬奥场馆日常运营年用水量约50万
方左右，奥运赛时两个月用水量会大一些。

刘玉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佛峪口水库常年
总库容约150万-200万方，赛区赛道边都建有泄
水通道，沿山谷还建有三个蓄水池用于雪水收集，
加之赛区每年地表径流40万方水和再生水利用
（再生水主要用于冲厕和绿地养护）。“延庆赛区可
以实现水循环的自给自足和充分循环利用，对周
边居民用水不会造成影响。”

与此同时，在绿色办奥理念的指引下，北京冬
奥会所有雪上场馆都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水资
源影响评价报告等。刘玉民说，除了在赛区建设
蓄水池，场馆内还采取多种节水措施，所有设施都
是节水器具，所有造雪系统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
的，造雪耗水量更低。

体育人70年的春节记忆
■ 王恒志 张逸飞 刘金辉

2月5日，在2018-2019赛季德国杯足球赛
八分之一决赛中，不来梅队客场与多特蒙德队在
120分钟内战成3：3，不来梅队经点球大战以总比
分7：5战胜多特蒙德队，晋级下一轮。 新华社发

纽约尼克斯队庆祝中国新年
2月5日，演员在中场休息时表演舞龙舞狮。
当日，“中国之夜”活动登陆NBA纽约尼克斯

队主场麦迪逊广场花园。在纽约尼克斯队主场对
阵底特律活塞队的NBA常规赛中场休息时，舞龙
舞狮表演让观众感受到中国农历新年的氛围。

新华社记者 秦朗 摄

NBA昨日战报

德国杯足球赛八分之一决赛

不来梅胜多特蒙德晋级

新中国成立
近70年，中国体
育从无到有，关
于体育的春节
记忆也日渐丰
富。70年里，运
动员们早已习
惯了在春节期
间训练、比赛，
能在新春佳节
里为国争光也
成了他们和全
国人民最美丽
的 春 节 记 忆。
而对更多中国
人来说，他们正
在春节期间成
为体育的参与
者，更进一步丰
富了关于体育
的春节记忆。

运动员们的70年春节记忆

大年三十，中国柔道队仍在北京
奥体中心挥汗如雨地训练。根据计
划，这个春节他们只在5日（大年初
一）下午放假，6日出发前往法国参加
9日开赛的巴黎大满贯赛。

对很多运动员来说，这样的春节
记忆并不鲜见。常年在外训练比赛
的平昌冬奥会冠军武大靖就表示，自
己已经超过十年没有在家过春节，陪
父母过个春节吃顿团圆饭成了“最幸
福也最奢求的一件事”。

当然，没有比赛任务的时候，运动
员们也能有些假期。在79岁的国家级
武术裁判马春喜的记忆中，从1978年
进入河南省武术队当教练，到1999年
退休，20多年时间里，每年的春节一般
只能休息一两天，其他时间基本都在训
练，“改革开放初期，条件很艰苦，没有
专门的练武场地，就在体育局的院子里
扫出一片地，还没有硬化，全是泥土地，
练几个小时下来，浑身都是土”。

虽然那个时候条件艰苦，但只是
相对如今现代化的训练条件而言。马
春喜清晰记得1948年开封刚解放的
时候，一家人跟着祖父在大相国寺门
前卖艺。“新中国成立前，祖父和父亲
就是靠街头卖艺营生的，为了糊口，吃
尽了苦头。”马春喜说，虽然五代习武，
但直到她这一辈才真正有机会将中华
武术发扬光大，体育局院子里的那块
土地，就是让梦想开花的沃土。

1953年，马春喜参加第一届全国
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前身），并获金
牌，就此走上传承中华武术道路。几十
年来她已桃李满天下，“我这一辈子就
干武术这一件事，真是赶上了好时候，
获得了太多尊重，这是我街头卖艺的祖
父和父亲梦寐以求的事情。”马春喜说。

从70年前春节吃一顿饱饭就满
足，到后来春节“忙并快乐着”的教练
生涯，再到如今带领“民喜健身团”排
练武术节目，参加正月十二在郑州举
办的“中原大舞台”，马春喜的春节记
忆见证着中国体育丰富的发展脉络。

从1980年开始，中国体育人的
春节记忆里多了一重“冬奥概念”。

众所周知，冬奥会向来在2月举
行，时间恰好和中国的新春佳节重
合。从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开
始，中国代表团参加了11届冬奥会，
其中有5届是在春节前开幕，最晚的
一次也在元宵节（正月十五）之前。

虽然这意味着运动员、教练员们
要在异国他乡过春节，但对冬季项目
运动员、教练员来说，在国外过春节其
实早已家常便饭。参加过三届冬奥
会、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为中国实现
雪上项目奖牌“零的突破”的徐囡囡

说：“我们那会国内比赛还较少，基本
都是参加国际比赛。由于很多国家都
过圣诞节，我们的春节正好是他们刚
结束圣诞假期、比赛最多的时间段。”

但每逢冬奥年都成徐囡囡记忆
中最有“年味”的年份。“一般如果年
三十在冬奥会期间，奥运代表团驻地
都会举行庆祝仪式，没有比赛任务的
运动员会在一起包饺子，这也是我冬
奥会期间最温暖的记忆。”徐囡囡说。

说起自己拿到冬奥会银牌的那
个春节，徐囡囡坦言，那年春节比较
早，自己又在冬奥会前的训练中严重
受伤，已经不记得是怎么过的。但就

在那个“忘却的春节”之后，当时只有
18岁的徐囡囡不仅奇迹般伤愈复
出，还为中国队实现了历史突破，成
了春节“话题人物”。

事实上，对更多中国人而言，几
乎每届冬奥会都能给新年增加更多

“热闹”和“年味”，也平添无数特殊记
忆。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在腊月二
十九（2月12日）开幕，那届冬奥会也
是中国代表团的高光时刻，申雪/赵
宏博终于圆梦、周洋单骑闯关、王濛
勇夺三金……一幕幕经典场景既成
为中国体育史上永恒的画面，也着实
让体育在新年里“风光”了一把。

从观赛记忆到亲身经历

还是2010年，那一年的春晚上，
冯巩又一次提到了中国足球。那个
记忆对所有足球人和球迷来说无疑
是美妙的。腊月二十七（2月10日），
中国男足在东亚足球锦标赛上3：0
完胜韩国队，终结了32年逢韩不胜
的尴尬纪录。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年初一（2月
14日），中国队夺得了那届东亚足球
锦标赛的冠军。这无疑是中国足球送
给全国人民最棒的新年礼物。

曾令无数体育迷在春节期间牵肠
挂肚的，还有那些年纵横网坛的李
娜。1月份举行的澳网时不时也会和
春节“撞车”。2014年的李娜已到了
职业生涯晚期，但在不被看好的情况
下，她在腊月二十五（1月25日）直落
两盘夺得澳网冠军。

28岁的南京小伙李可是个体育
迷，他说：“这些年来，春节期间能看到
的体育赛事是越来越多了。不过我们
更喜欢亲身参与体育活动，以前春节
期间想找个球场都难，现在好了，各个
场馆都开放，全民健身嘛，我们其实都
算是体育人。”

记者了解发现，今年春节，全国很
多地方的公共体育场馆、健身房和体
育设施都坚持向市民开放，在过年期
间向人民群众提供体育设施服务，已
经成了春节的常态。而就在年前，国
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还联合发
布了16条“2019春节黄金周体育旅
游精品线路”，各省、市也大打体育旅
游牌，成为群众春节好去处。

在江苏徐州贾汪区，几座滑雪场
在春节期间人头攒动。10岁的朱晨
怡虽然年龄不大，却已经是滑雪场上
的“老客”了。她说，她非常喜欢滑雪，
明年春节爸爸已经答应带自己去崇礼
滑雪了。38岁的朱晨怡父亲说，自己
很喜欢体育，但小时候没那么多条件
学体育，“我小时候的春节体育记忆可
以说几乎是空白，他们这辈人以后回
忆起来可就丰富了”。

（新华社南京2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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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关于冬奥的“特殊记忆”

步行者136：94湖人

雷霆132：122魔术

快船117：115黄蜂

凯尔特人103：96骑士

活塞105：92尼克斯

猛龙119：107七十六人

森林狼106：108灰熊

热火118：108开拓者

1月26日，中国
网球名将李娜赛前
将澳网女单冠军奖

杯带到赛场上。
新华社发

中国体操队训练度新春
2月6日，国家体操队在北京国

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体操馆进行训练，
以刻苦训练的方式度过新春佳节。图
为肖若腾在训练中。 新华社发

《流浪地球》剧照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