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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7月7日电（记者王黎
刚）2019年中国海南儋州第10届国
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7日战罢，匈
牙利拉波尔特最后一轮收官战平中
国韦奕，以2胜5和积4.5分的成绩获
得冠军。中国棋手余泱漪、韦奕同积
4分，分获亚军和季军。

3名中国棋手能否阻击有半分
优势的拉波尔特，是最后一轮的最大
悬念。在4小时的激烈争夺后，拉波
尔特战平了韦奕，顶住巨压而笑到最
后。两将大斗柏林防御，最终都兵马
耗尽，形成单王对单王的官和局面。
韦奕阻击未成。

卫冕冠军余泱漪与俄罗斯伊纳
尔基耶夫，在英国式开局中激战53
个回合，但在优势下被对手顽强逼
和。王皓则求胜心切，中局战斗误
算，最终不敌印度维迪特。

埃及阿明与俄罗斯阿杰梅耶夫，
在西西里防御中大战64回合，阿杰

梅耶夫胜势之局下，也被阿明死里逃
生而逼和。至此，匈牙利拉波尔特以
2胜5和积4.5分获得冠军，这是儋州
超霸战自2014年升级为国际赛事
后，第二位外国选手问鼎。印度棋手
维迪特、中国棋手王皓和俄罗斯棋手
阿杰梅耶夫同积3.5分，维迪特凭借
胜局数优势获第四。王皓和阿杰梅

耶夫小分完全相同，经抽签，王皓获
第五，阿杰梅耶夫名列第六。俄罗斯
伊纳尔基耶夫、埃及阿明分列第七和
第八名。

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
管理中心（中国棋院）、中国国际象棋
协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和儋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儋州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结束

匈牙利棋手拉波尔特夺冠

女足世界杯决赛2：0驯服“黑马”荷兰队

美国女足第四次捧杯

海南首次派两支围棋队
征战全国职业联赛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王黎刚）2019年
全国围棋锦标赛（团体）日前在浙江省衢州市落
幕。经过7轮争夺，最终，由海南省金角围棋俱乐
部派出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女子围乙联赛第9
名和男子丙级联赛第10，结束了海南首个职业围
棋俱乐部第一次参加全国赛事的征程。

7月7日，海南省金角围棋俱乐部在海口召开
了本次大赛的总结会，向海南棋迷介绍了两支队
伍的征战过程和成败得失。

据介绍，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16支乙级队、
32支丙级队、17支女队的243名选手参赛。海南
省金角围棋俱乐部派出7名棋手。其中4名棋手
组成海南海垦和牛队参加男子职业丙级联赛，分别
为业余围棋世锦赛冠军付利八段与弟子陈必森职
业三段以及唐盈职业初段和王泽宇职业二段。唐
盈曾获得2002年全国围棋个人赛女子冠军，按规
定，女子职业选手可以代表俱乐部参加男子职业比
赛。参加全国女子团体赛（女子围乙）的海南罗牛
山队共有3名棋手，其中吴侑珍为韩国外援、职业
六段，郑岩为职业二段，仇丹云为职业二段。

在总结大会开始前，主办方还举行了“海南邮
储杯”名人团体邀请赛。原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
汝南为获奖棋手颁奖。

百余名亲水运动爱好者
海口西海岸扬帆

本报海口7月7日讯 （记者郭萃）7月 6日
上午，“扬帆起航，我们都是追梦人”2019年海口
毕业季亲水旅游主题活动在海口西海岸帆船帆
板训练基地活力上演，汇集了百余名亲水运动爱
好者前来参加。

整场活动以帆船帆板、皮划艇体验为主。在
教练员的带领下，市民了解了帆船帆板结构、撑帆
方法等帆船帆板基础知识，同时学习帆船帆板驾
驶要领并进行现场实操。

中国男篮NBA
夏季联赛第二场不敌国王

据新华社拉斯韦加斯7月6日电 正在拉斯
韦加斯参加美职篮（NBA）夏季联赛的中国男篮6
日晚与萨克拉门托国王队交手，最终以77：94落
败。这是中国男篮在本次系列赛中第二次亮相，
他们5日在首战中以62：103惨败给热火队。

据新华社南京7月7日电 卫冕
冠军美国队在7日上演大逆转，苦战
五局战胜巴西队夺得2019世界排球
联赛女排总决赛冠军。中国女排以
3：1成功“复仇”，击败土耳其队夺得
本年度世界排球联赛季军。

7日下午进行的季军争夺战中，
中国女排再次迎战土耳其队。中国在
接发球环节进步很大，再加上球员们
在场上敢打敢拼，终于以25：23、25：
15、20：25 和 25：21 战胜了土耳其
队。这也是中国女排连续第二年夺得
世界排球联赛的季军。

首局双方就展开了激战，一直战
至21：21平。在关键时刻，龚翔宇接
连两次后排攻得手，帮助中国队以
25：22拿下首局。第二局中国队继续
保持良好的斗志，而土耳其队显得有
些急躁，多次出现失误，最终中国队以
25：15轻松获得第二局的胜利。

中国女排在第三局一度以16：13

领先，但此时土耳其队突然发威。最
后卡拉库尔特一锤定音，土耳其队以
25：20扳回一局。

第四局双方再次展开拉锯战，在
打至12：12平之后，中国队在刘晏含
的带领下连得4分取得了领先优势。
随后刘晏含后排攻得分，中国队以
24：20拿到赛点，刘晓彤扣球得手，帮
助中国队获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

在晚上进行的决赛争夺战中，巴
西队和美国队更是上演了一场精彩的
大战。前四局两队战成2：2。决胜局
中美国队取得了10：7的领先。在战
到14：11时，巴西队的加比再次挺身
而出接连挽救了两个赛点。此后出现
了戏剧性一幕，当比赛还在进行时，美
国队主教练基拉里就提出了视频挑
战，认为巴西队球员在拦网时手碰到
了标志杆，而最后的“鹰眼”仲裁结果
支持了基拉里的挑战。最终美国队以
15：13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美国女排夺得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冠军

中国女排获季军

➡ 7月7日，在法国里昂举行的2019年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决赛中，美国
队2：0轻取荷兰队，夺得冠军。图为美国队球员梅维斯在比赛中与荷兰队球员
范德东克（下）拼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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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尤梦
瑜）为落实《海南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进一步做好
主题教育工作，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引进中央芭蕾舞团红色经典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来琼，定于7月9
日在海南省歌舞剧院开展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主题教育专场演出，7
月10日举行惠民专场演出。

省旅文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以来，结合实际、求真
务实，从主题教育内容到形式突出
特色、不断创新，努力践行新时代

“红色文艺轻骑兵”精神，组织“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文艺宣传
进村巡回演出等活动，借助文艺宣
传形式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优势，
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文艺精品传承红色基因，从革命传统
中汲取继续前行的精神滋养，激扬新

时代奋斗精神。
此次引进的中央芭蕾舞团红色

经典剧目《红色娘子军》，是“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
材。设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主
题教育专场演出，也是省旅文厅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又一创新。

据介绍，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军》故事根据梁信同名电影文学剧本

改编，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海南，
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环琼
花，在红军党代表洪常青以及战友们
帮助下，经过血与火的战斗考验，从一
名苦大仇深的乡下丫环，逐渐转变成
长为一名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的过
程，生动描绘了一幅中国妇女坚强不
屈革命精神的壮美画卷。该剧1964
年首演后，引发空前轰动。半个多世
纪以来，六代“娘子军”舞者薪火相传，

该剧已在国内外演出4000余场，观众
达400多万人次，《娘子军连歌》《万泉
河水清又清》等经典曲目已随舞剧演
出深入人心。

作为我省2019年精品剧目惠民
演出系列剧目之一，芭蕾舞剧《红色娘
子军》还将于7月10日举行一场惠民
演出，公众可前往省歌舞剧院售票处
或通过关注“海南省歌舞剧院”微信公
众号购票。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明日来琼演出
7月9日开展主题教育专场演出，7月10日举行惠民专场演出

《羽·姿》系列画展海口开展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陈卓斌）生态水

彩画《羽·姿》系列作品展7月6日在海口开展，吸
引了众多市民和鸟类研究专家学者前往观看。

据介绍，本次活动由省文化艺术学校主办，楚
云轩艺术馆承办，展出作品均出自省文化艺术学
校设计传媒教研室专业教师陈海佳之手。

据悉，省文化艺术学校主办此次作品展，旨在
积极探索艺术作品市场化运作机制，寻找职业教
育市场发展潜力，组织师生开展多元化校企合作。

据了解，该作品展展期为一个月。

黄土画派代表人物刘文西逝世
新华社西安7月7日电（记者蔡馨逸）黄土

画派代表人物、著名画家刘文西于7月7日逝世，
享年86岁。

以“根植黄土画人民，表现时代出精品”为特
点的黄土画派是继长安画派之后，又一令人瞩目
的绘画艺术流派。作为黄土画派的代表人物，刘
文西的作品阳刚豪放、雄浑大气，具有勃勃向上的
理想现实主义风格。他的主要作品《毛主席和牧
羊人》《同欢共乐》《祖孙四代》《知心话》《黄土情》
等无一不聚焦和展现黄土地的风土人情。

1958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后，刘文西进入
西安美术学院工作。他被黄土高原独有的苍凉与
浩瀚之美吸引，用毕生精力描绘黄土地和生活在
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

秉持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刘
文西赴陕北采风创作100余次，足迹遍布26个
县，结交了数百位农民朋友，画了上万张速写，创
作出展现陕北风貌的精品力作。他曾说：“艺术家
必须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的
根应深植于人民中间，如果不真心地深入生活，不
真心地爱着人民，就登不上创作的高峰。”

新华社西安7月7日电（记者蔡
馨逸）6日下午，一部充满奇思妙想
的动画电影《怪物游乐园》在卢米埃
西安凯德影城上映，两位法国导演阿
尔蒂尔·德·潘与阿莱克西·杜考尔到
达现场，与观众分享了电影幕后的故
事。第16届法国电影展映西安站观
影活动拉开帷幕。

第16届法国电影展映是2019
年中法文化之春的重要活动之一，西
安站的观影活动于6日至13日举行，
为观众们带来了7部优秀法国影片，
包括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电影
人阿涅斯·瓦尔达的遗作《听瓦尔达
说》、在法国创下票房佳绩的喜剧电
影《大浴场》、参加2018上海国际电
影节展映的电影《英雄归来》、曾获得
2019 年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
《以恩宠之名》、从狄德罗的哲学小说
中获得灵感的古装爱情片《容基耶尔
女士》，以及法国电影人于佩尔主演
的腹黑童话《白雪公主》等，通过色彩
斑斓的光影世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
法国文化。

动画电影《怪物游乐园》根据影

片导演之一、著名漫画家阿尔蒂尔·
德·潘创作的同名漫画改编，天马行
空地幻想出一个由各种怪物经营的
万圣节主题游乐园。

据了解，法国电影展映活动自
2004年启动以来，至今已连续举办

16届。今年6月至8月，法国电影展
映将在北京、天津、成都、深圳、西安、
武汉、南京、厦门、大连等多个城市巡
回，将优秀的法国电影带到中国，同
时也向法国影人介绍中国文化，推动
中法电影文化交流。

第16届法国电影展映西安站启动
7部电影展现浪漫法兰西据新华社电（记者周润健）由天

津市委宣传部组织实施的“天津市促
进影视剧繁荣发展扶持奖励项目”
2019年度评选近日启动。评选面向
全市影视创作生产单位制作的电影、
电视剧项目，对入围作品直接给予资
金支持，其中重点扶持项目每部最高
可获1000万元。

此次评选分扶持和奖励两大类，
主要针对电影（含动画电影、纪录电
影）和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电视纪

录片）。其中，扶持项目针对在津立项
（备案）、未拍摄制作完成的影视作品，
按重点扶持、引导性扶持、一般性扶持
三个等级给予项目资助，其中，重点扶
持项目扶持资金每部最高1000万元。

奖励项目针对已创作完成、在规
定时间内播出（公映）、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突出的影视剧作品，在央视一套
首播的电视剧每部最高奖励500万元；
进入全国院线放映且票房达5000万
元以上的电影每部最高奖200万元。

法国电影《英雄归来》剧照

天津启动影视扶持奖励项目评选
最高可获千万元资金支持

海上文化名人傅雷旧居开放
据新华社上海7月7日电（记者孙丽萍）历

时数年筹备，位于上海浦东千年古镇周浦的傅雷
旧居6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傅雷图书馆、傅雷文
献馆也正式开馆启用。

傅雷是海上文化名人，毕生从事文学翻译事
业、艺术评论与研究工作，他译作丰厚，此外又多
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皆显示出高超
的艺术洞察力和鉴赏力。一本《傅雷家书》，则为
几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文学、美学和家文
化的熏陶。

据新华社杭州7月7日电（记者
冯源）良渚古城遗址7月6日在第43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我国首部
良渚主题童书《五千年良渚王国》当天
也在杭州举行了简短的首发式。

由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五千
年良渚王国》从“水”“城”“玉”等三个
核心关键字入手，重点向小读者们介
绍了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系统、中
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城址、中国

独有的“玉器时代”等良渚文明特点。
在《五千年良渚王国》里为小读者

讲故事的学者，是良渚古城发现者、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他表
示，给孩子们写童书是希望为考古科
普尽力。“从动物、植物、矿物、环境，到
陶器、玉石器、漆木器、农业、手工业等
等，如今我们对于良渚的认识，已经不
是原来的器物、墓葬、社会这样的概念
了，它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活生
生的五千年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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