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7

文体新闻 综合

2019 年 10 月 8 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王凤龙

历经30年沉淀和准备，
集结李雪健、
李幼斌和蒋雯丽等实力派演员

多哈田径世锦赛落幕

中国队列奖牌榜第四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获赞品质佳作
观影庆国庆
本报讯 （记者陈卓斌）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在海口走访发现，今年国庆
假期，
多部国产优秀影片在院线热映，
其中取材于报告文学作品《红星照耀
中国》的同名影片自上映以来广受好
评，在猫眼网上获得了 8.5 分。
“日月点燃烛火，红星照耀中国，
山川铸成丰碑……”
影片《红星照耀中
国》集结了李雪健、李幼斌和蒋雯丽等
众多实力派演员，采用以美国记者埃
德加·斯诺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讲
述了他 1936 年冒险深入陕北，在西北
革命根据地实地采写报告文学，第一

次向全世界揭示
“红色中国”
见闻的故
事。为更好地把这部中国观众熟知的
红色经典搬上银幕，本片剧组成员耗
时近 3 年筹备，辗转陕西、甘肃、上海
和北京等地，用时 10 周取景拍摄。最
终，通过大量现代技术和艺术手法，
再
现了那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岁月，带领
观众一同追寻红色足迹，铭记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该片导演王冀邢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他便有
拍摄《红星照耀中国》影片的想法，经
多年沉淀和精心准备，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他终将这一想法变成现
实，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敬意。
“影片尊重原著，人物塑造丰满，

故事呈现流畅，是近年来又一部历史
题材的品质佳作。
“
”看完电影以后，
我
迫不及待地找来原著阅读，对中国共
产党人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革命精
神有了更深的理解。
“
”在我看来，
在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导演将这样一
部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著搬上银幕，是
为了让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回顾历
史，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初心使命
和责任担当。”
……在微博、猫眼、豆瓣
等网站上，
网友们纷纷留言讨论，
表达
了自己对影片的理解和支持。
猫眼网显示，本片目前在部分城
市影院仍有排片，
观众可前往观看，
或
关注相关视频网站，了解该片上线时
间并进行观看。

《红星照耀中国》剧照

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超强阵容公布

2019全国重阳登高健身大会（海南分会场）举行

1500人海口火山口登高

摇滚，是参演艺人的共同符号
本报海口 10 月 7 日讯 （记者计
思佳）2019 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超
强艺人阵容日前在海口正式发布。对
于乐迷朋友来说，本届音乐节可谓一
场纯粹的摇滚盛宴。尽管涵盖民谣、
金属、说唱、电子、朋克等不同风格，但
几乎每组艺人都有较为厚重的摇滚音
乐背景。
11 月 9 日至 10 日，
2019 海南红珊
瑚国际音乐节将在海口精彩上演。届
时，包括朴树、郝云、零点乐队、天堂乐
队、面孔乐队、左右乐队、爽子与瓷、4U
乐队、瘢痕体质、CMCB、醒山、麻园诗
人、糖衣娃娃、指人儿乐团、O.G.M.C.、
发条卡目索乐队、王喂马乐队、夏日部
落、贵族乐队、葡萄不愤怒、番茄市长、
雨木等在内的 22 组艺人将一一亮相。
作为一个有着摇滚内核的民谣歌
手，朴树才华横溢又充满音乐热情，身
上有着无可比拟的青春气息，尤其是
在 80 后、90 后人群中拥有众多忠实
粉丝，
他的代表作《平凡之路》
《那些花

儿》
《白桦林》
《生如夏花》等，
都是历久
弥新、传唱不息的经典之作。本届红
珊瑚国际音乐节由朴树领军，更是让
众多乐迷期待不已。
郝云是本届音乐节的另一位重量
级嘉宾，被誉为
“最具现场乐队魅力的
原创歌手”。郝云在中央音乐学院音
乐厅、苏格兰珀斯音乐厅等地演出过，
也玩遍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摇滚
LIVE HOUSE（小型演出专场）。他
的歌词诙谐幽默，与怀旧质朴气质相
互冲撞，他的音乐表面顽淘，内心赤
子。他既可以
“主流”
，也可以
“小众”
，
是自由行走在摇滚乐界的一朵奇葩。
零点乐队、天堂乐队、面孔乐队等
中国“元老级”的摇滚乐队，也将现身
本届红珊瑚音乐节，为广大摇滚乐迷
带来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此外，在
今年备受关注的大型原创音乐综艺节
目《乐队的夏天》中有上佳表现的醒
山、葡萄不愤怒等乐队也将参演音乐
节，带来年轻人喜爱的金属、朋克风格

本报海口 10 月 7 日讯 （记者王
黎刚）2019 年全国重阳登高健身大
会（海南分会场）10 月 7 日上午在海
口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举行，省内外
1500 名登山爱好者参加。
活动将登山健身与重阳节民风
民俗相结合，
旨在推进全民健身运动
开展，并以登高望远方式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启动仪式上，登山爱

好者们载歌载舞，与现场观众共唱
《我和我的祖国》。开幕仪式结束后，
来自省内外的户外登山爱好者 1500
人开始有序登山。刚被雨水清洗过
的天空清爽怡人，
令登高爱好者顺利
走完规定线路。
本次活动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主办，中国登山协会、海南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等共同承办。

海口举行纽崔莱健康跑
朴树
摇滚乐曲。
超强阵容一经公布，许多乐迷就
按捺不住了，
纷纷打听购票渠道，
表示
届时要赶赴这一场摇滚音乐盛宴。海
南日报记者从本届音乐节活动筹备工
作组获悉，2019 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
节的售票时间初定为本月中旬，
预售时
间、
票价等信息将第一时间在海南日报
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上公布，
敬请关注。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9 海
口纽崔莱健康跑活动近日在海口万
绿园举行，4000 多名海口跑友以奔
跑方式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已在海南举办 10 届的纽崔莱健
康跑活动，今年主题为“奔跑追梦”，
融入“为祖国歌唱喝彩”
“ 志愿服务”
和“运动嘉年华”等元素。除了数千
人一起欢乐奔跑，
纽崔莱健康跑还设
置了多项趣味性与娱乐性结合的游

戏。如“泡沫大作战”
“ 蜘蛛侠粘粘
乐”
“手足大协作”
等让人们全身心放
松。此外，还有乐纤波速球、DIY 彩
绘、拍照墙等活动，让跑友们在运动
和游戏中享受人生乐趣。
纽崔莱健康跑是一项不分年龄、
性别的非竞技性群众体育活动，自
2002 年至今已连续举办 17 年，跑过
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郑州等 100
多个，
超过 400 万人次参与活动。

据新华社多哈 10 月 6 日电 （记者刘宁 吴俊
宽 马向菲）为期 10 天的 2019 年多哈田径世锦赛
6 日在哈里发体育场落幕，中国队以 3 金 3 银 3 铜
列奖牌榜第四位，
创 26 年来最佳战绩。
6 日是本届世锦赛的收官日，共决出 7 个项目
的金牌，中国队没有选手参加当天的比赛。最后
一天的比赛竞争激烈，创造了 4 个本赛季世界最
好成绩。男子10000米比赛，
乌干达选手切普特盖
以 26 分 48 秒 36 夺冠，创造了本赛季世界最好成
绩。美国队包揽男、女 4×400 米接力金牌，同时
创造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美国男队跑出 2 分
56 秒 69, 女队成绩是 3 分 18 秒 92。
奖牌榜上，美国队以 14 金 11 银 4 铜拔得头
筹，肯尼亚队以 5 金 2 银 4 铜排名第二，牙买加队
以 3 金 5 银 4 铜位列第三。中国队斩获 3 金 3 银 3
铜，获得第四名。
3 金 3 银 3 铜是中国田径队继 1993 年斯图加
特世锦赛之后创造的最佳战绩，9 枚奖牌也平了
中国队参加世锦赛历史上单届比赛奖牌数纪录。
在 2015 年北京田径世锦赛上，中国队获得 1 金 7
银 1 铜。
奖牌之外，谢震业创造历史，成为首位闯入世
锦赛 200 米决赛的中国队选手；中国男子 4X100
米接力队刷新全国纪录；男子撑杆跳高的黄博凯
等多名中国运动员在多哈赛场上创造个人或赛季
最好成绩。

省新华书店举办系列读书活动
本报海口 10 月 7 日讯 （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
雷志）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海南凤凰新华
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9 月 7 日至 10 月 7 日期间
陆续在全省新华书店举办系列读书活动，在长达
一个月时间里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据介绍，为让广大读者积极参与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系列读书活动，海南凤凰新华书店策
划了“我和我的祖国”朗诵会、
“壮丽七十年 奋斗
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专场朗诵会、
“共
和国七十年”
主题图片展、张品成红色系列作品分
享会、
《感恩第二故乡——周文彰海南诗书作品
集》海口读者见面会、椰韵凤凰读书会、周末阅读
分享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此外，全省 56 家新华书店、校园书店及小微
特书店还联合开展了“2019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展示展销”活动，上架了《新中国发展面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
（中英文
版）
《辉煌 70 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1949-2019》
《如何看中国》等近百种新书，为读
者提供了多样选择。

广告

海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拟表彰人选公示
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评选表彰海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琼厅字〔2019〕42 号)要
求，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职工群众的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海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拟表彰人
选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19 年 10 月 8 日—12 日。如有不同意见，请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 18 时前，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信函等方式向海
南省第七次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反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
电
话：
65348602,66553626
传
真：
66553629

电子邮箱：
hnszjjb@163.com
受理单位：
海南省第七次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
地
址：
海口市滨江路 72 号劳模大厦 619 室海南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邮编：
570203）
海南省第七次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8 日

海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拟表彰人选名单（130 名）
一、
海南省劳动模范（86 名）
洪义乾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王 琼
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茄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彭红莲（女）海口市京环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运营与安全
部部长助理
单衍强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
吴青芳（女）海南省桂林洋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司园林环卫
部部长
张黑弟
海口市三江农场大坝闸门管理员
张玉花（女）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玉沙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梁生龙
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高正才（黎族）三亚市吉阳区大茅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何启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八 O 二工厂车间副主任
王小丹（女）三亚银泰阳光度假酒店餐饮部服务经理
黄娇花（女）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乘务员
吴少玉（女）海南忆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林富
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生活垃圾处理场场长
李兹健
儋州茂丰泡椒瓜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儋州
市东城镇茅坡村委会监督委员会主任
陈世凤（女、苗族）儋州市南丰镇马岭排苗族村委会监督委
员会委员
王富仕
琼海市嘉积镇新民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王海妮（女）琼海玉禾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人工清扫部官塘
片区主管
赵宏毅（苗族）琼海市石壁镇南通苗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黄桂源（女）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胡元武
海南大中漆厂（香港）有限公司副厂长、工会
副主席
吴 约
文昌市铺前镇林梧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符永川
海南省小椰壳实业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杨全文
海南派成铝业科技有限公司万宁分公司生产部
三车间主任
詹达能
万宁市万城镇万隆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吉桂玲（女、黎族）东方市天安乡长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符林早（女、黎族）东方市大田镇报白村农民、东方市三月
三广场黎锦纺染织绣技艺传承馆织娘和讲解员
王梅珊（女、黎族）五指山市通什镇番赛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

林学春（女）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陈兴笔
海南万钟实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陈大维
澄迈华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电商运营总监
徐取俊
澄迈才存益民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冯善祥
澄迈县福山镇敦茶村党支部书记
林小凤（女）临高县临城镇头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开现
临高县调楼镇武闹村村民、临高龙洲一号家庭
农场负责人
罗 敏
定安县餐饮烹饪协会副会长
林声琳
屯昌宏源龟蛇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太福（苗族）屯昌县枫木镇琼凯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许方瑜（女、黎族）陵水兴罗果蔬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戴 扬
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符祥文（黎族）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峨沟村农民
李大进
昌江黎族自治县环境卫生清洁管理站垃圾清运
队副队长
蔡 江
海南琼中云湖乡村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吉亚才（黎族）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拥处村党支部副书记、
村委会副主任
侯立山
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尚 晓（女）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聂世军
海南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黄海军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综合业务部高级主管
蔡林振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行长
顾小灏
海南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黄玉山
国电海控新能源有限公司大广坝水电厂副总经理
朱 平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选矿二厂协力一组组长
熊国浩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薛茂坚
海南交控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三亚管理站站长
张秋涌
海南省船舶引航站八所分站站长
李江林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琼海公路分局道班班长
苏宏严（瑶族）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江分
公司金波 20 队胶工
徐 鹏
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工勤人员
陈少雄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荣分公
司割胶技术员
张小山
海南苏宁物流有限公司运营经理
李 慧（女）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
分所合伙人
生毓龙
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胡 诚
中海海南发电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
胡献忠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飞行员
■■■■■

梁希影（女）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东环乘务组班长
高红菊（女）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人力资
源部经理
陈益智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伍苏国
海南国健高科技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佳怡（女）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高级客户经理
兼二级支行行长
陈少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计划财
会部负责人
卢黎霞（女）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三亚市分公司崖州区分公司
副总经理
吴坤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副总经理
王 瑶（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网络安全运行
维护
修振东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余加喜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系统运行部副主任
赵尔全
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符 亮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电厂锅炉运行
专工
黄 海
海南蓄能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 贞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公司美兰机场二期扩建
指挥部总指挥
许正章
海南台树商贸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台籍人选）
徐咏梅（女）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羊学裘
海南天涯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 璐（女）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邢 涛
三亚华宇旅业有限公司亚龙湾迎宾馆中餐行政
总厨
张跃光
海南金畅现代物流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 剑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信海船队副经理、
船长

二、海南省先进工作者（44 人）
闫路恺
海口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团委书记
唐 硕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周运方
海口市龙华区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叶丽敏（女）海口市琼山第三小学校长
吴清江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三亚市
海棠区区委书记
林尤芳
三亚市汤他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处三级电站站长
王 春
中共三沙市七连屿工作委员会书记、
三沙市七连
屿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文霞（女）儋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
冯 琼
中共琼海市博鳌镇委书记

张腊喜
文昌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
邓虎城
万宁市万宁中学校长
陈亚龙
东方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
陈 英（女、黎族）五指山市计划生育服务和妇幼保健院药
具管理员
周才旺
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
院长
李博赈
澄迈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肥站站长
陈春明
临高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陈明杰
定安县公安局定城派出所所长
黎彩霞（女）屯昌县向阳中心小学校长
李祖玉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
郭周艳（女、黎族）昌江黎族自治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
黄秀霞（女、黎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团长
王 日（女、黎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二小学校长
李绚丽（女）白沙黎族自治县白沙中学英语教师
杨林华
海口海关缉私局情报技术处三科科长
王书能（黎族）中共海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四
级主任科员
龙开道（苗族）中共海南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群工部三级
调研员
吉训聪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
石乐光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省委常委会办公室二级主
任科员
王祝年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首席科学家
郭凯平
中共海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政策
法规处处长
何启文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和工资福利处二级主任科员
黄春英（女）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一级法官
徐 贺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蔡新文
海南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副总队长
罗 杰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院长
何进武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师
解爱群（女）海南中学教师
陈晓明（女）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副校长
王汀忠
海南省土壤肥料总站技术员
姜祖扬
海南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科员
梁培育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科室主任
王晖余
新华通讯社海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
符 勇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钟国斌
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