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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体育训练基地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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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黎刚

11月的海口，将吸引国内沙滩
排球爱好者的目光。2019年全国沙
滩排球巡回赛总决赛暨年度颁奖盛
典将于11月28日在中国排球协会
海南沙排训练基地（海口经济学院）
举行，这是全国沙排巡回赛总决赛第
三次在海口举办。11月21日，国内
沙排训练营也将在海口经济学院开
营。海口将通过中国排球协会海南
沙排训练基地的落户和举办国内外
沙排比赛、嘉年华等活动，打造沙排
旅游胜地和消费中心。

老基地见证中国沙排成长

1997年，中国国家沙滩排球队成
立，随后各省市陆续也组建了沙排
队。1998年冬天，国内沙滩排球队齐
聚文昌高隆湾沙排基地，开始了第一
次大集训。“21年过去了，文昌高隆湾
基地见证了中国沙排的成长，为中国
沙排跻身世界强队作出了贡献。”国
家排管中心原副主任高沈阳说。

2003年，中国排球协会海南文
昌高隆湾沙滩排球训练基地正式挂
牌成立。2007年1月，国家沙滩排
球队三亚训练基地落成。其实，国家
沙滩排球队从起步开始便与海南结
下了不解之缘。

1997年11月，为备战曼谷亚运
会，国家沙排队来到文昌高隆湾集
训。在曼谷亚运会上，中国沙排队首
夺亚运会冠军，时任主教练缪志红发
出了“海南是中国沙滩排球队的福
地”的感慨。此后，国家沙排队在省

旅文厅、文昌市旅文局等有关部门支
持下，转到气候更温暖的三亚集训，
一开始在大东海，最后定于三亚湾，
国家沙排队吃、住都在那里，训练和
生活得到充分保障。缪志红说，中国
国家沙排队田佳、王菲、薛晨、张希等
队员对三亚的感情很深，一年中在三
亚的训练时间比在北京时间都长，三
亚就是国家沙排队的另一个“家”。

新基地已然打出知名度

2017年，中国排球协会海南沙
滩排球训练基地落户海口经济学院，
把国家级训练基地建在高校内，这在
沙滩排球项目也是开先河之举。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对
沙排基地落户海口经济学院表示赞
赏。他说基地设在大学内既能让大
学生关注沙排运动，也能使基地充满
活力，对推广沙排运动非常有利。

海南昆仑体育文化股份公司总
经理助理付文魁透露，当时选择建沙
排基地主要是觉得沙排和海南宜人
的气候以及丰富的海滩资源很契合，
再加上海南的排球群众基础很好。
而把沙排基地建在高校内，考虑的是
充分结合高校的资源及配套设施，可
以将场馆作用发挥到极致。

海口经济学院专门修建了18块
标准沙滩排球场，基地建成后，迎来
了两次全国各省区市队和国家队在
内的沙排队冬训，每次约有80支球
队200多人参加。特别是2018年雅
加达亚运会前，中国沙排队在海口经
济学院基地训练了几个月，最终中国
沙排女队夺冠。“国家沙排女队主教

练徐强对海口经济学院基地的训练
效果非常满意。”付文魁说，海口一年
四季都能打沙排，只有海南才能满足
沙排的训练和比赛条件。

海口要打造成沙排胜地

海口经济学院沙排基地最多能
同时容纳400多人训练，基地已不满
足于仅仅接纳各省区市沙排队冬
训。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依托基地，和
海口市政府、中国排球协会、世界排

球联合会一起，举办国际沙滩排球巡
回赛，把海口打造成国内外沙滩排球
胜地。通过举办沙滩排球比赛和大
型嘉年华活动，吸引国内外游客来海
口观光和旅游消费。

目前，海口经济学院沙排基地已
举办了两届全国沙排巡回赛总决赛、
沙排发展论坛和国内沙滩排球年度
颁奖盛典，所有沙排精英悉数抵琼参
加。“央视五套现场直播了比赛和活
动，”付文魁说，“这两次直播效果都
很好，直播前，央视五套还播放了海

口东西海岸的美丽风光，很好地宣传
了海口的沙滩和海景。”

付文魁表示，如果能举办世界沙
滩排球巡回赛总决赛，他们将把比赛
地点设在海口白沙门，在白沙门修建

“一主三副”共四块沙排场地，其中，
主沙排场还将建一个近2000人的看
台。“我们希望借这项赛事推介海口
冬季的阳光、沙滩、海水等旅游资源，
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来海口观赛、旅
游和消费。”付文魁说。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陈
卓斌）为纪念海南中学建校96周年，
该校近日举办了系列文化学术活
动。11月1日上午，林先动美术作品
展在海南中学艺术教育中心开展，共
展出海中美术教师林先动的64件水
彩画、油画作品，其色彩或鲜艳饱满，
或清新淡雅，尽情展现海南丰富的热
带元素和海岛风情。

一颗果实紧密相依、生命力旺盛
的野菠萝（露兜树果实）安静地“躺”在
沙滩上；点燃一支香烟，回头望向夜色
的老清洁工；礁石边，专注于修补渔
网、脸上沟壑纵横的南海渔民……走
进展厅，可看到林先动致力于用作品
记录着海南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
以朴实无华的笔触诠释自己对乡土
的思考和理解。

据了解，林先动是临高人，从广
州美术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先后在
海南民族师范学校（今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海南中学执教，创作了大量优
秀美术作品，本次展出的作品《海的
号声》已入选由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
第六届水彩·粉画作品展览，展出作
品《南海渔翁之二》获第六届海南省
美展水彩·粉画类金奖。

林先动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
次作品展所选取的作品注重探索创
作方法，展现个人风格，其中野菠萝
系列作品最具代表性。“截至目前，
我累计创作了 10余幅野菠萝水彩
画、油画作品，风格变化十分明显。”
林先动指着面前一幅长 1.8 米、宽
1.2米的作品《野菠萝》介绍，这是他
于2003年历时4个月完成的油画作

品，其色彩厚重，明暗对比强烈，具
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近期我再创
作该系列作品，则以水彩画居多，其

中的风景画色彩更加清丽通透，注
重体现作品的意境。”

该展由省美协主办，海南中学承办。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赵
优 周月光）11月1日上午，2019第
七届海南（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新
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海南日报记
者从会上获悉，本届海南（儋州）雪茄
文化旅游节将于11月23日在儋州市
光村雪茄风情小镇开幕，该文化旅游
节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儋州
市政府共同举办，也是2019年（第二
十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儋州分
会场的重要活动之一。

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儋州

“雪茄之夜”音乐嘉年华演唱会，将于
11月23日在雪茄风情小镇正式上演，
著名音乐人罗大佑、唐朝乐队等将倾
情献唱，为雪茄风情小镇充分造势。

本届雪茄文化旅游节以“燃情世
界、‘茄’在儋州”为主题，跨时1个
月，既有“燃情世界、‘茄’在儋州”主
题音乐会、雪茄文化研讨、卷制体验
等系列活动，又有“海南西部特色婚
拍基地”挂牌仪式、光村雪茄烟叶种
植基地考察、儋州旅游资源考察、浪
漫童话小镇婚礼秀、流光溢彩“夜经

济”等系列活动，还有儋州特色美食
小吃品鉴+儋州名特优产品购物、雪
茄主题旅游产品推广等，更好地展示
儋州及整个海南西部充满活力的经
济社会面貌、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
的自然生态资源。

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南国
都市报承办的儋州“雪茄之夜”音乐
嘉年华作为本次雪茄文化旅游节的
一场重头戏，也是着力提高儋州城市
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旅游经济持续
健康发力的重要活动之一。“儋州‘雪

茄之夜’音乐嘉年华全力贴合‘燃情
世界 茄在儋州’这一主题，是一个音
乐和雪茄文化交融的盛会，从而吸引
更多的人前来参与雪茄文化旅游节
相关活动，让观众从音乐、视觉甚至
是灯光舞美等多方面来感受儋州的
热情，感受儋州的多彩魅力。”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儋州

“雪茄之夜”音乐嘉年华最终确定以
罗大佑、唐朝乐队丁武、李行亮领衔
的嘉宾阵容，预计将于下周开票，请
歌迷朋友们持续关注。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尤
梦瑜）11月1日上午，海南影视创作
研究与人才培训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南
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举行。
该中心由省文联和海南师范大学指
导，省影视家协会和海师新闻传播与
影视学院主办。未来，该院与省影视
协将充分利用双方资源和优势，做好
影视艺术课题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据介绍，海师新闻传播与影视学
院是我省培养和输出影视人才的重要
基地，省影视协是党和政府联系全省
影视艺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今后
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和平台优
势，积极组织开展影视人才培训、影视
课题研究和影视作品创作。

据悉，培训中心建立后将组织开
展第一期影视人才培训活动和第三届
海南青年导演影视作品展活动。第一
期影视人才培训活动为期15天，共招
募20名学员，主要以海南各高校影视
专业学生为主。为保障培训效果，省
影视协邀请了国家一级导演阚卫平、
高级录音师陈晨来琼为学员授课。

当天下午，第三届青年导演影视
作品展暨海南首部扶贫题材原创现代
琼剧电影《圆梦》创作研讨活动在全新
揭牌的培训中心举行。第三届青年导
演影视作品展为期两天半，共展出由
省影视协青年导演工作委员会的青年
导演们创作的12部作品。

省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海南
全岛大力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背景下，海
南影视创作研究与人才培训中心的建
立，对影视人才培养、影视理论研究及
影视创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助推
海南影视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全国黎族合唱指挥培训班
海口开班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王晓晓）11月1日上午，由海南师范大学承担的
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艺术人才培养项目“黎族
合唱指挥艺术人才培养”第二期在海口开班。来
自全国各地的歌舞团体指挥、中学和高校教师、在
读研究生等共30名学员参加培训。

据介绍，“黎族合唱指挥艺术人才培养”项目
立足于黎族合唱指挥人才培育，从海南地域音乐
文化的传承实际出发，发挥高校服务于社会和文
化传承的功能。该项目是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的第一个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对海南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的科研发展有推动作用。

第一期培训中，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邀请
了国内、省内知名专家及黎族音乐传承人参与培
训的专题讲座、课堂教学及排练，着重把握黎族
合唱的语言拼读、黎族音乐文化解读、经典合唱
作品的熟悉以及合唱指挥法的训练，总体实现学
员对于黎族合唱作品的基础性把握，完成效果良
好。第二期培训将把握黎族合唱作品深度艺术
处理并力求提升合唱指挥技能，充分展现指挥对
于黎族合唱演绎的价值。

林先动美术作品展海南中学开展
64件佳作尽显海岛风情

2019第七届海南（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即将开启

“雪茄之夜”音乐嘉年华喊你来嗨
海南影视创作研究
与人才培训中心揭牌

从吸引球队集训到举办国内外比赛，再到建设沙排旅游胜地

海南的沙排事业越来越有“国际范”

省第七届摄影展海口开展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联、省摄协主办的海

南省第七届摄影艺术展日前在海口开展。本届展
览共收到198位摄影人投送的作品2000余件，
来稿人数和作品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入展作品
120件，涵盖记录、艺术、商业三大类别。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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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足公布新集训名单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肖世尧、公兵）

中国足协1日公布了新一期的30人集训女足国
家队名单，球队将在重庆永川组织集训，并参加
2019永川国际女足锦标赛。

新一期的名单中，王霜、古雅沙、张睿、吴海燕
等女足名将悉数在列，江苏苏宁女足共有彭诗梦、
马君、杨丽等8人入选。

本届永川四国赛将于11月 7日至10日进
行。根据赛程，中国女足将在7日对阵新西兰
队。如果能够获胜，中国队将与巴西队和加拿大
队之间的胜者争夺冠军。

集训名单如下：
门将：彭诗梦、毕晓琳、朱钰、许美爽
后卫：刘杉杉、林宇萍、吴海燕、翟晴苇、王莹、

罗桂平、姚凌薇、黄望、万如意
中场：马君、王焱、张睿、姚伟、孔琦、方洁、吕

悦云
前锋：王霜、杨丽、李影、宋端、杨曼、古雅沙、

庞丰月、李梦雯、唐佳丽、张馨

WTA年终总决赛
普利斯科娃、斯维托丽娜取胜

新华社深圳11月1日电（记者王浩明）2019
深圳WTA年终总决赛1日结束小组赛争夺，捷
克选手普利斯科娃苦战三盘击败罗马尼亚人哈勒
普，上届冠军、乌克兰选手斯维托丽娜则直落两盘
战胜美国人肯宁。

普利斯科娃与哈勒普之间的对决战至深夜，
普利斯科娃首盘连赢六局“送蛋”，第二盘却连丢
六局以2：6被对手扳回一城，决胜盘中，捷克人再
次上演好戏，打出连下五局的小高潮，6：4拿下第
三盘。晋级四强的普利斯科娃将在半决赛中对阵
头号种子巴蒂。

面对替补参赛的肯宁，斯维托丽娜在两盘均
先被破发的困境下实现逆转，7：5和7：6（10）击
败对手，以小组赛三连胜的战绩昂首挺近四强，她
将在半决赛迎战本西奇。

2019年3月31日，第一届全国女子沙滩排球邀请赛在文昌冯坡镇举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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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剂型与正确使用
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用到各式各样

的药品，比如口服药，注射的针剂，还有
涂抹在皮肤表面的软膏。任何提供给患
者使用的药品，都必须制成适合应用的
剂型，常用的药品剂型包括片剂、丸剂、
注射剂、胶囊剂，以及栓剂、软膏剂、颗粒
剂、气雾剂（喷雾剂）以及近些年发展起
来的缓、控释剂型等。需要注意的是，服
用药品时，不同剂型有不同的需求。

口服药
正确的吃药方法：先洗净双手，倒一杯

2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喝一口水润润喉
咙和食管，然后把药含入口中，再抿一口
水，将头向后一仰，把药与水同时咽下，紧
接着将剩余的水喝完。服药后不要马上躺
下，以便于让药品完全进入胃里。

有些药品在服用时要少喝水，如：氢氧
化铝胶囊、复方甘草合剂等。

有些口服药不能掰开服用：
·多数缓、控释片（胶囊）：如果掰开，不

仅达不到控释和长效的目的，还会因药品
迅速超量释放而导致不良反应。

·肠溶片：因为肠溶片外表的肠溶
衣，避免了药品在胃液中分解和对胃黏
膜的刺激性，并且可以保证药品被小肠
吸收。

·少见的胃内悬浮片、结肠定位片和脉
冲片。

·胶囊剂：胶囊剂可使药品在特定的部
位溶解释放，掩盖不良气味，或者减少对胃
的刺激，不宜打开服用。

对于非处方药（OTC药），要仔细阅读
说明书或者咨询药师，确保服用方式正
确。如保护胃黏膜的药品如硫糖铝片、胃
舒平应咀嚼服用：治疗咽喉炎症的药品最

好含服，如草珊瑚含片和西瓜霜含片：服用
硝酸甘油要将药品放在舌下，用舌轻轻压
住，任其溶化，这样可减少药品对肝脏的破
坏，增加疗效。

滴眼剂
用药前，应洗净双手，采取坐位或半仰

卧在床上，头稍向后仰，眼视头顶方向，轻
轻将下眼睑提起，使眼球与下眼皮之间形
成袋状。点药时药瓶垂直向下，距离眼睛2
厘米-3厘米，将药水滴入袋内，不能直接
滴在角膜上，然后轻轻闭上眼睛2-3分钟，
同时轻压泪囊部（在靠近鼻梁的眼角内），
让药液在结膜囊内弥散，这样才能使药效
充分发挥。

打开使用后的眼药超过一个月不宜再
使用。

皮肤用药
用药前要清洗患部。如果有痂皮，应

先消毒并用食物油软化后拭去；脓性分泌
物多的患处，应先用生理盐水清洗，然后
再涂药；皮损处若有直径大于0.5厘米的
水泡，要以消毒空针筒抽出内容物，并保
留疱壁；有毛发的部位应先剃去毛发，然
后再上药。

药水和洗剂，因为易挥发而使疗效降
低，所以用药次数要相对多一些。混悬剂，
用前应先摇匀，一日涂多次。酊剂、软膏作
用持久，每天早晚各用一次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