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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鸿平油画展海口开展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卫小林）5月26

日上午，海口市美术家扶持计划系列展——林鸿
平油画作品展在海南省图书馆开展。

本次展览共展出海口画家、海口经济学院美
术教师林鸿平近4年创作的油画佳作50件，题材
多为海南风物，尤其是海口的山水和人文风情占
了很大比重，包括海南鱼市、石山民居、椰林小站、
骑楼夜市、古村风光等，另有少部分其他省市题材
作品，如江南水乡、徽派建筑等，吸引了众多美术
爱好者前往观摩。

海口市美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市美术家
扶持计划系列展是海口市美协倾力打造的一个学
术品牌活动，旨在通过当代海口中青年美术家的
视角、实践和创作，展现当下海口美术生态建构中
的传承与变革风貌，在讴歌时代精神的同时，发掘
和培育艺术人才，推动海口美术事业发展繁荣。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31日，6月3日
至6月7日移至海口经济学院图书馆巡展。

展览由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海口经济学院、海
口市美协共同主办。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卫
小林）5月25日，2019年央视“非常
6+1”海南赛区决赛暨颁奖晚会在海
口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举行，赛
事选出的海南30强选手有望进入央
视等多个电视平台演出。

据了解，2019年央视“非常6+
1”海南赛区选拔赛前后历时5个月，
吸引了全省1000多名身怀各种才艺

的少年儿童参赛。经过海口、三亚、
西部三个分赛区总共近20场海选和
复赛的激烈比拼，在海南赛区决赛现
场，最终有田淼、王楚涯、李芸馨、石
小川、三沙组诗、天天组合等30名
（组）选手晋级海南赛区30强，同时
还评选出了最佳人气选手、优秀选手
等奖项。

据悉，获得海南赛区30强荣誉

的选手，将被推送至央视《非常6+1》
节目“小不点·大能耐”栏目参加演
出。此外，还有《了不起的孩子》《中
国新声代》《变形记》《天天向上》《我
想和你唱》等电视栏目将从海南赛区
30强选手中挑选小演员。

本次比赛由海南朗达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承办，环球100·宝龙城独
家冠名。

本报三亚5月26日电（记者易
宗平 林诗婷）5月27日至6月2日，
2019年《中国好声音》全国海选总决
赛在三亚水稻国家公园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将在三亚经过层层
角逐，争夺2019年《中国好声音》导师
盲选舞台的直通“入场券”。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5月25日从该赛事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的。
《中国好声音》是一档在浙江卫

视平台播出的大型专业励志音乐评
论节目，一批年轻优秀的音乐学子借
助该平台，活跃在中国主流乐坛上。
每一季的《中国好声音》海选赛事，覆
盖全国多个省份，每年海选选手多达
30万名。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三亚水
稻国家公园举行的2019年《中国好
声音》全国海选总决赛，参与者都是
经过近一年的县、市、省多级比赛选
拔后，来自全国31个分赛区的优秀
歌手。他们将从5月27日的百强突
围赛开始，每晚渐次进行复活赛、六
十强突围赛、终极复活赛、三十强突

围赛、十强冲刺赛等角逐，最终于6
月2日晚的“十强巅峰之夜”决出十
强歌手。最终遴选出的六强选手，将
直通2019年《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导
师盲选舞台。

据介绍，担任此次全国海选总决
赛的评委阵容强大，包括香港乐坛元
老级人物向雪怀、著名华语音乐作曲

家司徒松、音乐教育家沈巍峰以及著
名歌手柯以敏。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公园是农旅融合的4A级旅游
景区，“中国好声音”作为备受关注的
超级文化IP，与三亚水稻国家公园旅
游资源的融合及叠加，将增添三亚时
尚城市魅力。

《中国好声音》今起三亚唱响
全国海选总决赛5月27日至6月2日在三亚水稻国家公园举行

央视“非常6+1”选出海南30强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许晶亮）5月26日晚7
时10分，央视戏曲频道《戏曲采风》
栏目播出《琼剧<美美的土墨村>在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巡演》节目，对
海口市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
工作予以点赞。

央视戏曲频道在当晚的报道中
称，2018年8月，海口市琼山区被确
定为全国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试点单位之一。海口市琼山区

琼剧演艺有限公司（原琼山琼剧团）
结合该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事例，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琼剧艺术形式，
组织海南琼剧界的专家到基层一线
采风，用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先进
典型事例，创作了现代琼剧《美美的
土墨村》。该剧因接地气的剧情、地
道的海南方言唱腔深受当地群众喜
爱，每场演出都十分热闹，自3月5日
公演以来，已在海口琼山区、美兰区

各乡镇巡演24场。
据了解，海口市琼山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立足琼山文化，以歌曲、
舞蹈、琼剧、音乐快板等新时代文明
实践试点工作“八个一”文艺作品展
现琼山文明新风，除琼剧《美美的土
墨村》外，还创作了舞蹈《琼山千古
情》、歌曲《琼山新风尚》等。下一步，
琼山区将加大力度推广“八个一”系
列作品，搭建文明实践与群众之间互
动沟通的桥梁。

反映海口市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工作亮点

现代琼剧《美美的土墨村》受央视点赞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刘
操）5月26日下午，第六届海南“童声
飞扬”乡村童声合唱音乐节在海口举
行，来自海口市多所学校和教育机构
的近300名小朋友用悦耳的童声献
唱，共迎“六一”国际儿童节。

演出现场，孩子们分别演唱了《唱
支山歌给党听》《我爱你，中国》《我和
我的祖国》等多首爱国歌曲，共同为新
中国成立70周年送上真诚的祝福。

据了解，“童声飞扬”是海南成美
慈善基金会2013年发起的乡村音乐

教育项目，通过资助专业音乐教育团
队开展支教工作和扶持团队成长，协
助乡村学校以组建合唱团的形式完成
音乐教育工作。截至目前，该项目先
后为海南、广西、江西三省（区）共20
所乡村学校组建了20支童声合唱团，
直接受益乡村儿童近1500名。该项
目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后都举办
童声合唱音乐会，让更多乡村孩子在
音乐声中获得快乐、健康和自信。

本次合唱节活动由海南成美慈善
基金会主办。

乡村童声合唱节海口举行

本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记
者5月26日从火车头海南越剧社获
悉，5月25日下午，“火车头海南越剧
社南京行暨越剧名家贺安珠专场演唱
会”在江苏省会议中心大会堂上演。
我国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贺安珠、王
艺娟、骆水凤、喻晔、张敏、阮建绒等相
继登台献艺。

据了解，150分钟的演出包含10
余个精彩的越剧经典折子戏，尤其是
特意为南京观众带去的海南特色歌舞

节目，让整个演出形式丰富，赢得当地
观众拍手称赞。

当天下午，贺安珠与著名越剧“王
派”艺术家王艺娟合演了《红楼梦》选
段“葬花”，一开场便获得阵阵掌声。
随后，贺安珠与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
骆水凤合演了《孟丽君》选段“游上
林”，与骆水凤合演了越剧《山河恋》选
段“送信”，客串“范派”唱腔和喻晔表
演了《梁祝与祝英台》选段“楼台会”
等，将多种风格融为一炉，实力不俗。

海南越剧社赴江苏演出

省少乒赛（U12）万宁收官
本报万城5月26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5月 25日，2019年海南省少年乒乓球赛
（U12）在万宁收官。

来自全省11支代表队的73名运动员在万宁
经过3天半角逐，最终，海口队选手夏峥淇和陵水
队选手赖君沚分别夺得男子、女子单打冠军。此
外，海口队夺得男子团体冠军，陵水队夺得女子团
体冠军。

据悉，省少乒赛（U12）比赛设团体赛和单项
赛。团体赛采用斯韦思林杯五场三胜制，分两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第二阶段淘汰赛加附
加赛决出所有名次。单项赛同样分两阶段进行。

本次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教
育厅主办，万宁市体育运动中心承办。

新华社南宁5月26日电（记者徐
海涛、卢羡婷）3：0！凭借出色的发挥，年
轻人挑大梁的中国队26日在主场完胜
实力强劲的日本队，第11次捧起象征
世界羽毛球国家整体实力的苏迪曼杯。

“今天的比赛我们做了充足的准
备，把困难估计得很足，甚至做好了打
5场的准备，3：0的比分在赛前的确没
想到。”中国队单打主教练夏煊泽说。

日本队主教练朴柱奉赛后表示，今
天对阵中国队压力很大，但失利原因不
在此，队员们打了多场比赛，面临体力
问题，球队将从这场失利中吸取教训。

第一场，中国男双组合李俊慧/刘
雨辰便用不惜力的强攻压制住远藤大
由/渡边勇大，状态突出的刘雨辰更是
频频得分，两人以21：18和21：10的
比分为中国队接下来的比赛稳定了军
心，打出了信心。

“这是大赛，第一局谁能顶住，胜
利的天平就更倾向谁。”取胜后的刘雨
辰笑着说，今天其父母也在场边观赛，
这种体验十分难得。

第二场，今年全英公开赛女单冠
军陈雨菲迎战世界排名第四的山口
茜。首局陈雨菲在17：15的情况下被
对手连扳6分失利，但接下来两局她
迎难而上，以 21：16和21：17实现逆
转，抢下第二分。

“今天对手打得很好，她速度比较
快，又比较能跑，她领先时其实我压力
还是很大。”陈雨菲表示，面对体能问
题，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坚持。

丢了志在必得的女单，日本世界排
名第一的桃田贤斗只能背水一战。桃
田以21：15先下一城，但石宇奇在后两
局迸发出少见的战斗力，以21：5和21：
17为中国队3：0终结了全场比赛。

近三届苏杯中日连续交手，四年
前，中国队在决赛中主场3：0战胜日
本队拿下冠军，上一届中国队在澳大
利亚的半决赛中以3：2淘汰日本队。

中国3：0力克日本第11次捧起苏杯

➡ 5月26日，中国队双打主教
练张军（左二）和单打主教练夏煊泽
（右二）举起苏迪曼杯。 新华社发

本报定城5月26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张博）5月
25日，“最美南丽湖·定向越野赛”在
定安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举行，吸引
25支队伍100人参赛。

此次比赛为团体赛，4人为一团
体。参赛团体利用手机赛事系统进

行记录，比赛期间通过完成定点打
卡、寻宝、知识竞答、综合挑战、随机
任务等模块积分，时间90分钟，积分
排名前三的团队获得奖项。

赛前，所有参赛队员先熟悉参赛
任务系统并做赛前热身运动，随后发
令枪响，比赛正式开始。最终，K团

队溜溜队、Y团队省工业学校二队、J
团队省工业学校一队分获一、二、三
等奖。

本次比赛由定安县委、县政府主
办，定安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承
办，为2019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
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定安举办南丽湖定向越野赛

全国高校高球冠军赛收杆

海师大队获女团亚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第二届全国高校高球

冠军赛近日在江西庐山国际高尔夫球会收杆。
海南师范大学高球队发挥出色，荣获学生专

业组女子团体亚军、男子团体季军、女子个人季
军、男子个人第四名及女子个人第六名。

据介绍，本届比赛共有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
育学院、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海南师范大学
等37所高校代表队参赛。赛事分男子、女子个人
比杆赛及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比杆赛。

本届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全国运动
训练竞赛联盟等单位主办。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椰
国杯”业余自行车邀请赛暨海南国际
旅游岛自行车联赛（澄迈·瑞溪站）将
于6月2日开赛，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从该项赛事组委会获悉的。

据介绍，海南自行车联赛是第三
次在澄迈瑞溪镇举行，本站赛事为绕
圈赛，单圈约12公里，分女子公开
组、女子少年组、骑游组、男子少年

组、男子40岁以上组和男子公开组
等组别。值得关注的是，骑游组是组
委会在近两届比赛中新增的组别，专
供普通民众体验骑行乐趣和赛道特
色。上届比赛吸引了近千名骑友参
与，让选手与瑞溪当地的自然风光、
美食文化进行了亲密接触。

澄迈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环海
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和海南自行

车联赛瑞溪站比赛，并借此东风持续
加大体育设施投入，截至2018年底，
澄迈已建成体育馆1座、综合馆2个、
羽毛球馆3个、篮排球场678个、健
身器材223套等体育设施，基本实现
体育设施“村村覆盖”。

本次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澄迈县政府主办，澄迈县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瑞溪镇政府承办。

海南自行车联赛6月澄迈开赛

据新华社法国戛纳5月25日电（记者徐永
春 杨一苗）第72届戛纳电影节25日闭幕，第二
次入围主竞赛单元的韩国导演奉俊昊凭新片《寄
生虫》将最高奖最佳影片金棕榈奖揽入囊中。

《寄生虫》讲述一个无业家庭的长子在面试高
薪家教过程中发生的意外故事，反映韩国社会两
极分化问题。2017年，奉俊昊执导的影片《玉子》
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当晚，比利时导演让-皮埃尔·达尔代纳和吕
克·达尔代纳两兄弟因执导《年轻的阿迈德》而获
最佳导演奖；西班牙演员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凭借
《痛苦与荣耀》获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花
落《小小乔》女主角、英国女演员埃米莉·比彻姆。

第72届戛纳电影节落幕
韩国影片《寄生虫》获金棕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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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2019年海南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暨中学女子校园
足球联赛在琼海举行决赛。琼中中学女足队和海口市灵山中学女足队经
过紧张激烈的决赛，最终琼中女足队1：0险胜灵山中学女足队夺得冠军，
海南中学女足队获得季军。图为琼中女足队员（着红衣者）在与灵山中学
女足队的决赛中带球突破。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

琼中女足1：0击败灵山中学队夺冠
海口举行沙滩趣味运动会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郭萃）2019海口
沙滩趣味运动会5月26日在白沙门公园举行。

本次活动以“预热凤凰花开毕业季 海口沙滩
嗨起来”为主题，组织了多种沙滩趣味运动游戏，
吸引数百名市民参与到运动中。趣味运动游戏包
含椰子保龄球、排球垫垫乐、袋鼠跳、铺石过河、企
鹅漫步、快乐大脚等，众多市民游客在感受沙滩趣
味运动乐趣的同时，还通过互动活动领到奖品。

万宁举行太极拳推广活动
本报万城5月26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5月26日，2019年全省老年人太极拳健身
推广展示活动万宁分会场在万宁人民公园举行。

来自万宁市部分乡镇和市直机关部分单位的
200余名中老年人参加活动，大家展示了24式太
极拳、中国功夫扇、健身气功八段锦、太极柔力球
等，充分展示了中华传统武术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