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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人车接力中国赛开赛
首增海南站活动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日
报记者从宝马公司了解到，2019BMW越山向
海人车接力中国赛6日在张家口崇礼开赛。今
年该赛事将首次拓展到海南，且海南站活动将
使用宝马新能源BMW X混合动力车型助力
赛事。

宝马公司负责人表示，海南是推广新能源车
的先锋，海南站活动将使用该公司新能源BMW
X混合动力车型助力赛事，真正实现为参与者提
供“BMW X全家族式产品体验”。

据悉，海南站活动预计将在今年12月开赛。
近年来，宝马对海南新能源汽车市场非常重视，今
年3月，宝马就参与了ABB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
锦标赛三亚站的比赛，并邀请了全国100多家媒
体在三亚站前夜举办了宝马新能源家族发布会。
在刚刚结束的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宝马
也带来两款最新型的新能源车参展。

在儋州超霸战比赛期间，国际象
棋国际特级大师和儋州小学生下车
轮战。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本报那大7月6日电（记者王黎
刚）海南儋州第十届国际象棋特级大
师超霸战6日进行的倒数第二轮比赛
和风劲吹。匈牙利的拉波尔特以积4
分一马当先，3位中国国手余泱漪、韦
奕和王皓，皆以0.5 分之差，紧随其
后，保持着争夺冠军的机会。

这是本届超霸战继第二轮后，第
二次出现4盘比赛皆和。最年轻的两
位棋手俄罗斯新秀阿杰梅耶夫与中国
韦奕相碰，两位大师激烈争夺，但在一
连串的兑子后，形成了重复局面，不变
作和。

王皓与老对手、俄罗斯的伊纳尔
基耶夫再相逢，战斗在意大利开局中
铺开，两人围绕中心展开厮杀，激战
了3个多小时，旗鼓相当，最终各得
半分。

卫冕冠军余泱漪，与埃及棋手阿
明一战最晚收场。双方以古印度防御
拉开战阵后，棋盘中心完全封闭。余
泱漪在王翼集结重兵，阿明则在后翼
寻觅良机，最终却也都无法突破而和
平收兵。

上轮跃居积分榜首的拉波尔特，
与印度的维迪特大战了45个回合，最
后以拉波尔特长将黑王收场。

本届超霸战6轮过后，匈牙利的

拉波尔特积4分领先。3位中国棋手
余泱漪、韦奕和王皓同积3.5分，紧随
其后；阿杰梅耶夫积3分；维迪特和伊
纳尔基耶夫同积2.5分；阿明积1.5分
垫底。

7 日，超霸战将进行最后一轮
比赛，冠军归属悬念将水落石出。
韦奕与领头羊拉波尔特之战最为
关键，如果失利，即便对战伊纳尔
基耶夫的余泱漪，或者是王皓战胜
维迪特，都只能目送拉波尔特登上
冠军席。

儋州国象超霸战近尾声

匈牙利拉波尔特一马当先

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冠军决
赛北京时间7日晚上23：00在里昂
打响。面对“生瓜蛋子”荷兰队，连续
3次打入决赛的卫冕冠军美国队志
在必得。

在本届赛事中，美国队可谓顺风
顺水，她们首场比赛创纪录地13：0狂
扫泰国队。小组3场比赛打入18球
且一球未丢，轻松晋级16强。本届女
足世界杯打到8强以后，就形成了“欧
洲军团”合围美国女足的局面。美国
女足毕竟是老牌强队，对这样的场面

早就司空见惯，在90分钟内先后令人
信服地拿下了东道主法国队和欧洲新
锐英格兰队。每到关键时刻，美国女
足总有超级球星挺身而出，摩根脚风
不顺还有拉皮诺埃，拉皮诺埃哑火还
有普雷斯。

与美国队相比，荷兰女足的“履历
太简单”，上届世界杯小组赛荷兰队还
被中国女足踢得毫无还手之力。这仅
仅是她们的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
的比赛。此次决赛，她们将以“黑马”
身份与美国队抗衡。不过，面对荷兰

队，美国女足切不可掉以轻心，荷兰女
足并非闯入8强的7支欧洲球队中最
强的，但荷兰女足能够走到这一步，必
然有过人之处。在进攻端，米德玛领
衔的锋线对任何球队来说都是威胁。
这位世界足球小姐传球能力无人能
敌，半决赛格罗艾宁后排插上绝杀瑞
典队，就是源自米德玛的传球。对于
米德玛，美国女足要格外小心。

从纸面实力来看，荷兰队无疑处
于下风，这或许将坚定荷兰队在决赛
时摆“大巴”。美国队的攻势的确很

猛，在淘汰赛中，美国姑娘都是在比赛
前10分钟内进球。荷兰队要想爆冷
门，首先得扛过开场阶段的“美式三板
斧”进攻。

美国队的边路进攻很犀利，对阵
法国队和英格兰队时，美国队的进球
全部由边路发起。美国女足攻守平
衡，球员技术和力量高人一筹，而且心
理素质极佳，很少被弱旅爆冷赢球。
这次，天大的卫冕的好机会摆在面前，
美国女足一定不会让它溜走。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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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最好成绩
美国队三夺冠军

荷兰队首次进入决赛

女足世界杯决赛前瞻

美国女足拒绝冷门志在必得

据新华社伦敦7月6日电 2019
年温网公开赛5日在伦敦继续进行，
中国选手表现优异，张帅生涯首进女
单温网16强，郑赛赛、段莹莹、杨钊
煊等人在双打赛场也纷纷获胜。

今年的温网比赛，张帅不仅取得
了个人首胜，还不断突破自己的最好

成绩。在对阵前世界第一沃兹尼亚
奇的比赛中，张帅一度以0：4落后，
但她迅速做出调整，以6：4实现逆
转，并在第二盘以6：2完胜对手，职
业生涯首度晋级温网女单16强。

温网5日展开了女双第二轮的争
夺，郑赛赛和段莹莹逆转战胜捷克选

手沃拉乔娃和日本选手二宫真琴，晋
级女双16强。郑赛赛当日还出战了
混双首轮比赛，她与比利时搭档弗里
根淘汰丹麦和美国组合尼尔森/克里
斯蒂安。徐一幡与加拿大搭档东布罗
夫斯基击败澳大利亚选手罗季奥诺娃
和乌克兰选手科兹洛娃的跨国组合。

张帅首进温网女单16强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结束

中国队1∶3不敌美国队无缘决赛

7月6日，在南京奥体
中心举行的2019世界女排
联赛总决赛半决赛中，中国
队以1∶3不敌美国队，无缘
决赛。

参加本次比赛的为中
国女排二队。郎平率领中
国女排一队正在备战东京
奥运会女排预选赛。

图为中国队球员王媛
媛（左三）在比赛中扣杀。

新华社发

海大女篮赴台参加邀请赛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郭萃）7月1日至

5日，海南大学女篮赴台湾参加了2019“海峡杯”
青年篮球邀请赛。最终，海南大学女篮以一胜四
负的成绩完成此次“海峡杯”邀请赛之行。

据了解，此次赛事的举办旨在让更多海峡两
岸的青少年们能认识篮球，喜爱篮球，体会篮球
的青春、激情、快乐、友谊。赛事从7月1日至7
月5日，分别在台北市立体育馆、台湾科技大学、
南山高中、阳明高中四个场地进行了初女组、高
男女组、大学男女组五个组别的比赛，共53支队
伍参赛。

2019年海口市全民健身月活动暨“清爽走去
大海”健步走比赛近日在海口市万绿园举行，约
2500人参加。

本次健步走活动由海南跑团马拉松运动俱乐
部和统一集团主办，全程8公里，途经万绿园和海
口湾，椰风海韵、碧海蓝天，沿途风景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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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计思
佳 见习记者习霁鸿）7月5日下午，一
首首振奋人心的歌曲在海南大学音乐
厅唱响，“壮丽70年 飞扬中国梦——
海口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合唱大赛”初
赛在此举行。来自该市四个区的27
支参赛队伍共上千名参赛选手齐聚一
堂，用歌声展示海口市各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成立后的精神风貌及
建设成果，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比赛现场，来自海口市龙桥镇、西
秀镇、遵谭镇、三江镇等基层单位的
27个参赛队伍相继登场，为现场观众
演唱了《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
《我爱你，中国》《红旗飘飘》《天耀中
华》《不忘初心》等一批脍炙人口、广为

传唱的经典歌曲，歌颂新中国成立70
年来的伟大成就，礼赞新时代文明实
践成果，嘹亮的歌声感染了现场的每
一个观众，也用心呈现了一场水平较
高的合唱演出。

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比赛推动了基层群众艺术文化水平
的提升，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展现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建设的精神风貌。根据
《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海口市将进一
步加强改进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群众乐
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让群众
在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

获得精神滋养、增强精神力量。
据悉，本次大赛将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队金奖1名、银奖1名、铜奖
2名，新时代文明实践镇级队金奖1
名、银奖2名、铜奖3名及优秀奖2名，
最佳组织奖5名等奖项。

本次大赛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海
口市妇联共同主办。

海口新时代文明实践合唱大赛开赛
全市四个区27支参赛队伍共上千名选手参加初赛

本报海口 7月 6日讯 （记者郭
萃）7月6日，“探寻万年火山文化之
旅”主题活动在海口火山口公园举行，
近300名市民游客参加活动。

在火山知识讲座中，海南师范大
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赵志忠，
从地质学角度为市民游客讲述了地球
的演变过程、火山的形成原理、海口地
区火山喷发的情景等。

在科普环廊，火山喷发小实验吸
引了大量青少年体验，通过自己动手
模拟出火山喷发的场景，随着“岩浆”
喷出，现场欢呼雀跃。

在手磨石山豆腐活动中，市民游
客体验了磨豆腐的过程，在黑豆的醇
香中感受劳动的乐趣。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主办。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卫小
林）“礼赞新海南·奋进新时代——麻
双鸣艺术亚洲巡展—走进海口”7月
6日上午在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开幕，
现场展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海南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麻双鸣玉石
雕刻艺术作品及其他作者的展品共
500余件。

展览分12个系列，除麻双鸣玉
石雕艺术作品外，还展出另外10余
位特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古
典家具、黄杨木雕、宜兴紫砂、景德镇
陶瓷、青田石雕、寿山石雕、海南黄花
梨家具等多个品类的工艺美术佳作。

麻双鸣玉石雕刻作品以人物、动
物、山水、花鸟等为题材，展品惟妙惟
肖，造型生动有趣，其中不少作品还
与海南风光紧密结合，彰显了作者的
艺术追求和深厚的人文内涵。

麻双鸣1977年生于石雕之乡浙
江青田，2003年应三亚市政府邀请

到三亚发展，2010年落户三亚，为三
亚市政府引进人才、三亚文化产业十
大精英人物，2016年10月获评国家
级玉石雕艺术大师后，当年12月又
获评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是海南
首位双料国家级大师。

本次展览由三亚市委宣传部、海
口市会展局指导，省委人才发展局支
持，省民协民间工艺专委会、三亚麻
双鸣艺术亚洲巡展总部办公室联合
主办。展览持续至7月15日，对公众
免费开放。

麻双鸣艺术巡展椰城开幕

海口举办火山文化主题活动

展
厅
展
出
的
麻
双
鸣
玉
石
雕
艺
术
作
品
。

本
报
记
者

卫
小
林

摄

新华社南宁7月6日电（记者马
云飞 夏军）作为“壮丽70年·奋斗新
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
配合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在
红军长征中“湘江战役”发生地兴安县
开展文化文艺慰问活动。

总台组织节目主持人、深受观众
喜爱的青年歌手和影视演员以及文艺
创作工作者用小分队慰问演出的方
式，深入纪念碑园、乡村、纪念馆、战役
旧址、小学等地慰问党员干部群众，受
到热烈欢迎。

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
园里，大合唱、情景表演、红色历史讲
述、歌曲献唱，激励现场所有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大家感受着薪火相传的
长征精神；在外形酷似红军帽的湘江
战役纪念馆中，革命老歌和诗词朗诵

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伟大长征的艰辛与
光辉；在湘江战役界首渡江码头，慰问
演出小分队带人们重温了那段惊心动
魄的红色历史，听当地的老人讲红色
故事，共唱革命歌曲；小分队在华江瑶
族乡中心小学开展了一堂特别的“红
色教育”主题班会，和学生们一起分享
长征故事，发扬长征精神。

参加本次慰问活动的演员和主持
人表示，通过这次再走长征路，认识到
伟大长征和革命事业胜利的艰辛与不
易，正是有了革命先辈们的牺牲与贡
献，才有了今日人民幸福美好的生
活。每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长征
路，不论是人生的道路，还是建设祖国
的道路，只有将长征精神深植于心中，
秉持着责任与信念，才能创作出有情
感、有温度、有灵魂的文艺作品。

央视赴兴安开展文化慰问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史竞男）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前在京推
出“茅奖作家沙龙”系列，7月5日的
第一讲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品《这边风景》的作者王蒙向读者讲

述了创作背后的故事。
王蒙说：“《这边风景》记录了我

39岁到47岁之间的人生，那时我去
了边疆，到劳动人民中去，到水深火
热的一线基层去扎根，小说记录了那

个时期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风貌。”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协主办，为

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而设立，截至
目前，茅盾文学奖已经举办九届，共
推选出43部优秀长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茅奖作家沙龙”

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开幕
据新华社上海7月6日电（记者郭敬丹 吴

振东）5日晚，2019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在中国
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开幕，开幕演出为中国福利
会儿童艺术剧院的《孩子剧团》。另外将有来自比
利时的《鞋子》、荷兰的《大航海家》、克罗地亚的
《你是谁？》、丹麦的《袜子》、俄罗斯的《给妈妈的礼
物》以及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的《绘本系列第一
季》等剧目参加本次展演，其中所有海外参演剧团
都是首次来中国演出。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院长蔡金萍介绍，
本届展演的一大亮点是将演出样式分为剧目展演
和沉浸式戏剧体验两种。其中，沉浸式体验让小
观众和父母可以在排练厅内近距离观看并参与表
演。演出之外，国际儿童戏剧夏令营、儿童戏剧工
作坊、社区巡演活动及评奖等也将同期举行。

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创办于2004年，迄今
共引进英国、美国、克罗地亚等27个国家和地区
的92台剧目，其中80%剧目是首次在中国演出。

天津城市舞台戏剧展启幕
据新华社天津7月6日电（记者周润健）反

映清朝末年乱世风云的年代大戏《西山烟雨》5日
晚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拉开了2019第五届

“西岸·城市舞台戏剧展”的序幕。接下来的60余
天内，戏剧展将陆续上演《戏台》《白夜行》《地心历
险记》《安魂曲》中文版等10多部精彩演出。

天津大剧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戏剧展将
持续至9月12日，涵盖音乐剧、话剧、木偶剧、戏
曲等多种演出艺术形式。

除《西山烟雨》外，陈佩斯、杨立新主演的话剧
《戏台》、倪大红、孙莉主演的话剧《安魂曲》中文
版、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曹禺三部曲《原野》《雷
雨》和《日出》也将纷纷亮相。

法国戏剧节聚焦中国5部剧
据新华社法国阿维尼翁7月6日电（记者杨

一苗）来自北京、江苏、上海的5部优秀剧目5日在
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聚焦中国”活动中集中推出。

5部中国优秀剧目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遴
选出的4部剧目：三拓旗剧团的肢体剧《水生》、苏
州昆剧院的昆曲《浮生六记》、上海音乐厅出品的音
乐舞蹈剧《水腔》，以及北京青年戏剧工作者协会选
送的话剧《嘿！是我》。另外，孟京辉戏剧工作室的
《茶馆》作为特别剧目入选“聚焦中国”活动，这也是
中国当代戏剧首次进入该戏剧节IN单元。

阿维尼翁戏剧节1947年创立，是全球最具影
响力戏剧节之一，今年活动从7月4日持续至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