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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都柏林2月13日电 中
国短跑名将苏炳添当地时间13日在
爱尔兰阿斯隆迎来自己的赛季首秀，
他以6秒52的成绩在男子60米比赛
中夺冠并两破赛会纪录，取得新赛季
开门红。

在这场于阿斯隆理工学院举行
的室内大奖赛中，男子60米项目分
预赛和决赛两轮进行，两轮比赛间隔
不到一个半小时。苏炳添先是在预
赛中以 6 秒 54 的成绩排名第一晋
级，随后又在决赛中以6秒52的成绩
率先冲线，刷新了他在预赛中刚刚创
造的赛会纪录。

本场比赛，教练兰迪给苏炳添提
出的计划就是为整个赛季“热身”。
苏炳添赛后也表示，比赛感觉非常不
错，基本展现了冬训的水平。接下来
苏炳添还将参加16日的国际田联室
内巡回赛英国伯明翰站以及20日的
德国杜塞尔多夫站两场室内赛。其
中杜塞尔多夫站为本年度的室内巡
回赛总决赛。

2018年苏炳添赛季首秀60米跑
出6秒55，随后他在室内赛季三次打
破亚洲纪录，最终将该纪录提升到6
秒42，并收获室内世锦赛银牌，成为
第一位在世界大赛中赢得男子短跑奖
牌的中国成年运动员。在之后的室外
赛季中，苏炳添两度跑出9秒91，追
平亚洲纪录。

以6秒52夺爱尔兰室内赛60米冠军，两破赛会纪录

中国飞人苏炳添新赛季开门红

⬅ 中国选手苏炳添（中）在比赛
中冲刺。 新华社发

拉伸、翻滚、怒吼、击打沙袋，一次
又一次灵活闪躲，一记又一记凌厉出
拳……2月14日上午，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全民健身中心拳击训练馆，国家
拳击队女队40多名队员汗水浸湿了
衣领，个个训练状态渐入佳境。

“在这里训练状态很不错，我有
信心冲击明年的奥运会金牌！”作为
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
级铜牌得主，29岁的李倩去年再创
佳绩，斩获2018年世界女子拳击锦
标赛冠军。她说，这是第一次来白沙
集训，感觉这里环境很好，训练场馆
设施很完善，适合多种技战术训练。
2018年亚运会女子拳击项目51公斤
级冠军常园也很满意这里的训练环
境，她说：“各方面保障都很到位，场

馆的很多训练配套已经基本达到国
家基地的标准。”。这批拳击女队员
将在白沙集训至今年4月份。

绿茵场上，一个个年轻而又矫健的
身影在加速奔跑，不时腾空抢球，或是
突出重围，中国橄榄球协会青年队的
40多名年轻队员正在积极训练。不少
白沙市民与游客在现场观摩之余，也
对这项“新鲜”的竞技项目直呼过瘾。

“他们都是从国内各省市选拔出来的
好苗子，往后一两届奥运橄榄球赛场
上，或许将有他们的身影。”橄榄球领
队赵德岭说，“白沙的场馆配套与气候
环境很适合开展户外高强度训练，队
员们的技战术进步很明显。”

去年9月，占地达240多亩的白
沙文化体育运动中心建成，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田径运动场、橄榄球场、少
年儿童业余体校等项目陆续投用。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白沙接连承办
了2018全国橄榄球冠军赛、2018年

海南省业余羽毛球公开赛、2018年
“白沙杯”中国羽毛球协会业余俱乐
部赛海南选拔赛等精品赛事，丰富了
当地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

一时间，白沙，这个相对偏远静谧
的中部山区县不仅“动起来”了，以体
育带动旅游产业的势头也驶上快车
道。按照白沙县委、县政府部署，白沙
将力推“体育+旅游”模式。目前，白
沙已建成海南鹦哥岭国家攀岩训练基
地、国家橄榄球训练基地、国家拳击训
练基地（中国白沙）。接下来，还将建
设完善橄榄球训练场地、白沙运动村
及可以举办大型比赛的体育馆等。据
介绍，2019年，白沙将承办全国拳击
锦标赛、全国英式橄榄球精英赛、全国
田径精英赛、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全
国攀岩精英赛等赛事。今后还将争取
引进更多大赛落户白沙。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本报牙叉2月14日电）

吸引国字号队伍前来训练备战，今年将承办多场国家级赛事

“体育+旅游”，白沙“动起来”
■ 阿成

北京时间2月14日凌晨，在欧冠1/8
决赛首回合比赛中，两支欧洲足坛著名
的青年近卫军的碰撞引人瞩目，结果热
刺下半场连进3球，在主场以3：0战胜
多特蒙德，为晋级奠定坚实基础。

这两支年轻的队伍这些年刮起的
青春风暴成为足坛佳话。他们不仅阵
容年轻，球风也相似，疾风暴雨的快速
冲击令球迷大呼过瘾。不过，确切地
说，热刺的青春风暴前几年就刮过了，
如今他们的阵容已不算太年轻，但人
们习惯性称之为“青年军”；多特才是
名副其实的青年近卫军，本赛季他们
刮起的青春风暴威震德甲赛场。从首
发阵容来看，热刺阵中没有小于20岁
的球员，反倒有两名球员超过 30 岁，
中前场核心孙兴慜和埃里克森今年都
是27岁；多特阵中桑乔和扎加杜未到
20 岁，普利希奇和阿什拉夫刚过 20
岁，最老的维特塞尔刚满30岁。

更年轻的多特也更冲动，他们开场
后就反客为主频频发动攻击，上半场占
据了场面优势。下半场则是热刺的天
下，韩国球星孙兴慜的进球打开了胜利
之门。热刺成熟了，也会玩后发制人
了。值得一提的是，孙兴慜职业生涯对
阵多特11场进9球，堪称“多特克星”。

多特则为年轻付出了代价。这么
说还不只因为本场比赛，事实上，多特
的青春风暴近期有所衰减，本场比赛
之前，他们5战2胜2平1负，德国杯出
局，德甲遭遇两连平后，领先优势缩小
到5分。本场比赛多特丢了3球，这也
是他们最近连续第 3 场比赛丟 3 球。
或许有人说，多特“大腿”罗伊斯因为
大腿受伤缺席与热刺的大战，是球队
失利的重要原因，但别忘了，热刺的

“大腿”凯恩也因伤缺阵。
看来只能说，以多特年轻而略显

单薄的阵容，还不足以在多线争雄。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冠出局对于多特
来说并非坏事，显然，打破拜仁的垄断
重夺德甲冠军，是他们本赛季最重要
的目标，也是现实可行的目标。

多特为年轻付出代价
大侃台

三亚足球小将金鑫
入选中国少年队集训营

本报三亚2月14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日
报记者2月14日从三亚市第九小学获悉，三亚市
第九小学海精灵足球队队员金鑫，近日入选2006
年龄段中国少年队全国集训营。

今年1月，金鑫和两名队友参加了在广东佛
山举办的2006年龄段华南大区选拔营，与来自
广东省、福建省等地的数百名小球员一起接受选
拔。金鑫凭借出色表现脱颖而出，获得中外专家
的认可，入选中国国家少年足球队集训营。他将
于2月15日至23日，在武汉塔子湖基地与来自全
国各地被选中的小球员一起训练和比赛。

据了解，在三亚市教育局的支持下，三亚市第
九小学与三亚中天足球俱乐部合作，进行校园
足球培训。金鑫是三亚市第九小学六年级学生，
今年12岁，两年前开始接受正规训练。

海南两支中学生篮球队
将征战中国高中篮球联赛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8-2019中国初中、
高中篮球联赛即将开战，海南两支中学生篮球队将
参与角逐，海南中学男篮将参加高中男篮南区联赛，
海口市第一中学女篮将参加高中女篮南区联赛。

中国初中、高中篮球联赛是中国中学生顶级篮
球赛事，由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和中国篮球协会联
合主办，分为初中联赛和高中联赛。海南中学男篮
将参加高中男篮南区联赛，本赛区共有22支队伍参
与角逐，将于3月开赛。海南中学男篮2015年和
2018年两度夺得海南省中学生运动会篮球赛冠军。

海口市第一中学女篮将参加高中女篮南区联
赛，本赛区共有16支球队参加，将于4月开赛。
海口一中女篮曾13次夺得海南省中学生运动会
篮球赛女子组冠军，在全国高中女子篮球锦标赛
中，曾获得第八名。

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收兵

杨鼎新首夺世界冠军
据新华社首尔2月14日电（记者陆睿、王婧

嫱）第23届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决赛最终局比赛
14日在位于首尔的韩国棋院战罢，中国棋手杨鼎
新七段执白中盘胜时越九段，以2：1的总分逆转取
胜。这是杨鼎新首次捧得世界围棋大赛冠军奖杯。

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冠军奖金为3亿韩元
（约合183万元人民币），亚军奖金为1亿韩元（约
合61万元人民币）。根据升段规定，杨鼎新获得
此次国际大赛冠军后段位将直升至九段。

关注柏林电影节

文娱新闻 综合
2019年2月15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卫小林 美编：陈海冰

本报讯（记者赵优）日前，文化和
旅游部公布2018-2020年度“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我省儋州市光
村镇和定安县定城镇分别凭借“儋州
调声”和“琼剧”入选，被命名为“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据了解，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间文化艺术繁
荣发展，文化和旅游部于2018年组织
开展了2018-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评审命名工作。根据《“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和管理办
法》和评审命名工作方案，经评审和公

示，决定命名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等
175个县（县级市、区）、乡镇（街道）为
2018-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我省的儋州市光村镇和定安县
定城镇位列其中。

儋州调声是流传于海南省儋州地
区并具有独特地域风格的传统民间歌

曲，是中国民间文化优秀遗产，2006年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近年来，为了进一步弘扬儋州调
声艺术，光村镇积极组织开展儋州调声
展演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等活动，营
造了光村地区浓厚的调声文化氛围。

琼剧是海南的艺术瑰宝，定安素

有“琼剧之乡”的美称，民间流传着“无
定安不成戏班”的说法。多年来，定安
在琼剧的发展和继承等方面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定城镇的山椒社区、
江南社区、中南街社区、沿江社区及南
江演唱队相继成立民间琼剧演唱队，
深受百姓喜爱。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名单

光村定城两镇入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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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定城2月14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欢
乐的歌儿唱起来，欢庆的舞蹈跳起来，
2月13日下午，群艺大舞台“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2019年元旦
春节文艺小分队“送欢乐·下基层”惠
民演出，在位于定安县定城镇的沿江
公园举行，歌舞、小品、琼剧等不同类
型的精彩节目接连上演，为当地居民
送上精彩的文化大餐。

演出由歌舞节目《美丽的中国》
揭开序幕。随后，独唱节目《共圆中
国梦》《久久不见久久见》接连上演。
当天演出的节目类型丰富，除了歌舞

外，还有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
《喜洋洋》、琼剧《下南洋》选段和小品
《一起奔小康》等节目，演员富有感染
力和表现力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阵
阵掌声。

据了解，此次惠民演出由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省群众艺术
馆承办，是群艺大舞台系列演出之
一。群艺大舞台作为群众文化惠民演
出品牌项目，自2002年创办以来，坚
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创作
和组织优秀群众文艺作品深入基层演
出，为城乡群众送去了一场场精彩的
文艺表演，深受基层群众喜爱。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2月14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获悉，2019年
第十八届海口冼夫人文化节将于3月
12日至18日举行。本届冼夫人文化
节主会场设在龙华区新坡镇冼夫人纪
念馆、冼夫人文化广场、冼夫人文化舞
台，分会场设在龙华区城西镇、遵谭镇
和中山街道得胜沙路。

根据安排，文化节期间新坡镇主
会场将举行龙华特色产业市集、五福
市集、集福礼圣活动、非遗项目展示表
演活动，同时结合民俗活动时间节点，

设定二月初八至二月十二分别为五大
主题日，分别组织安排民俗文艺演出、
操兵、八音、公仔戏表演、装军巡游等
系列民俗庆典活动及琼剧演出、拔河
比赛、排球比赛、文艺汇演等活动。

分会场方面，城西镇分会场（高坡
村）将举行祈福、民俗巡游、琼剧表演、
斋戏等民俗活动，遵谭镇分会场（新谭
村等村）将举行舞狮表演等民俗活动，
中山街道分会场（得胜沙步行街、得胜
沙冼太夫人纪念馆）举行摆故事、“装
军巡游”及腰鼓表演、节庆电影放送、
琼剧演出等活动。

新华社柏林2月13日电 （记
者田颖 张毅荣）第五届中欧电影
研讨会13日在德国柏林举行。此
次研讨会是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
节欧洲电影市场环节的一项活动，
60余家欧洲电影制作公司的代表
参加。

研讨会的主办方龙跃中欧制
片人协会的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凡
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电影市场最新

发展情况。路画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总裁蔡公明介绍了中国电影进
口情况。蔡公明说，中国市场潜
力巨大，欧洲电影充满机会。同
时，中国电影市场日臻成熟理性，
观众对优质内容的需求日益提
升，高质量影片方能赢得中国观
众青睐。

在研讨会上，欧洲电影制作公
司代表就社交媒体对中国电影发

行的影响、欧洲电影在中国市场上
的地位，以及引进外国电影后期配
音和网络售票等问题提问。

欧洲电影市场已成为柏林电
影节重要的组成部分，参与交易的
并不局限于欧洲电影，这个市场也
为国际电影项目、制作人和出资方
牵线搭桥。

本届柏林电影节 2 月 7 日开
幕，将持续至17日。

第五届中欧电影研讨会柏林举行

欧洲制片公司关注中国电影市场

据新华社电（记者田颖 张毅
荣）中国青年女导演王丽娜执导的
影片《第一次的离别》12日在第69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作为新生代单
元影片展映，吸引众多青年观影。

影片以新疆沙雅地区少数民
族儿童的视角，通过一次离别讲述
童年友谊和母子亲情。王丽娜介
绍说，该片拍摄历时4年，片中人
物皆为真实人物，演员演出的就是
自己的故事，“这是一种重构生活

和重现生活的纪实”。
影片吸引了许多观众尤其是

青少年观看。多所当地小学组织
学生集体观影，还有一些儿童由父
母带着前来。影片放映后，主创人
员与观众见面，不少小学生踊跃提
问。散场后小观众们围着导演签
名、合影，表达对这部影片的喜爱。

柏林观众西尔维娅对记者说，
这部影片拍得很美，展现了新疆的
风土人情。

中国影片《第一次的离别》亮相

2月13日，法国著名女导演阿
涅丝·瓦尔达回顾自己艺术生涯的
纪录片《阿涅丝·瓦尔达》在柏林首
映，组委会为表彰其终身成就颁发
给她摄影机奖。 新华社/法新

法国九旬女导演获奖

中国图书亮相古巴书展
据新华社哈瓦那2月13日电（记者朱婉君）

日前开幕的第28届古巴国际图书展上，五洲传播
出版社等携500多册各类中国图书亮相，成为向
古巴读者全面客观介绍中国的一扇窗口。

一年一度的古巴国际图书展是拉美地区重要
的国际书展，也是古巴最受欢迎的文化盛会。本
届书展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业界
人士参加。在哈瓦那展出11天后，书展还将在古
巴其他城市继续举办，直到4月闭幕。

本届书展的中国展区面积约为60平方米，展
出的图书包括中国文化、文学、社科、少儿读物等
种类，其中绝大多数为西班牙文版。

中国驻古巴使馆文化教育科技处工作人员张
君宇表示，中国展区吸引了众多古巴读者，使馆希
望借书展进一步促进中古两国文化交流，让更多
古巴民众了解中国。

中国希腊合作双语话剧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白瀛）中国

国家话剧院14日在京宣布，该院和希腊国家剧院
联合制作的中希双语话剧《阿伽门农》，将于2月
20日至3月2日在国话剧场进行首轮演出。

《阿伽门农》是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悲
剧三部曲《俄瑞斯忒亚》中的第一部，讲述了阿尔
戈斯国王阿伽门农联合希腊大军远征讨伐特洛
伊，为远征军能够顺利开行被迫向女神献杀了自
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此举却触怒了自己的妻子
克吕泰墨斯特拉，最终被妻子杀害的故事。

担任双语版《阿伽门农》剧本翻译的罗彤，是
该剧首位中译者、我国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
孙女。在罗彤看来，这部古希腊经典之作有着正
义、男权、复仇、回归等多义主题，本次双语版力求
将原剧本中诗意晦涩的台词更加贴近观众。

两年前，中国国家话剧院和希腊国家剧院开
始商定开展合作交流项目，在舞台上让两种不同
文明的戏剧艺术交融。4个月前，由双方联合制
作、国家话剧院原副院长王晓鹰执导的中希双语
版话剧《赵氏孤儿》在希腊国家剧院上演。

希腊国家剧院艺术总监、《阿伽门农》导演利
瓦西诺斯说，他被《赵氏孤儿》震撼，而《阿伽门农》
也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和希腊国家剧院的一项非凡
实验：“让观众听见两种语言，看见两种表演流派、
两种类型的演员，是个冒险的尝试。”

据介绍，中希双语版《阿伽门农》由希腊方面
担纲的舞美设计极具形式感。从舞台上方俯视，
主平台仿佛一把利剑，重要角色的生死都将发生
在平台前方的“刀尖”上。

群艺大舞台惠民演出走进定安

海口冼夫人文化节3月举行

新 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