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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营根 7月 1日电 （记者李
梦 瑶）近日，随着现场导演一声

“咔”，扶贫题材时代报告剧《脱贫先
锋》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
岭门村的最后一场重头戏拍摄完
成，意味着该剧海南单元的拍摄工
作进入收尾阶段。主演印小天成为
琼中旅游形象大使。

《脱贫先锋》是由国务院扶贫
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共同推出的扶贫题材重点电视剧，
从近年来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人物中
甄选出 10 位脱贫攻坚先进人物为
原型，全面、完整地再现扶贫英雄人
物数年间一路走来的历程。2017年
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获得者、原
岭门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海军，是剧
中原型人物之一，由知名演员印小

天饰演。
“我们希望能从多侧面、多角度讲

述10个不同的脱贫先锋人物故事，描
绘出一幅时代先锋群像。”该剧导演祝
俊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充分了解黄
海军这一原型人物故事后，他们很快
将“扶贫先扶志”确定为该单元主题，
旨在还原岭门村村民在黄海军等帮扶
干部的引导下，从“等靠要”到主动干
的思想转变过程。

时代报告剧要求以真实故事为原
型、以纪实风格为特色，那如何确保剧
情拍出来既真实又好看？对于这一问
题，祝俊充满信心，他说：“比如黄海
军帮助村里‘懒酒鬼’变成养殖大户
的故事，从屡次吃‘闭门羹’到最后两
人成了忘年交，这样的真人真事本身
就足够动人，根本不需要我们刻意营

造戏剧冲突，只需进行一些艺术加工
即可。”

从6月19日开机至今，短短10天
的时间里，印小天对当地基层扶贫工

作有了全新认识。“我还记得和岭门村
一名妇女聊天时，她反复讲述扶贫干
部如何把村民们的事情放在心上，如
何带着大伙发展产业，透露出的感激

之情深深地触动了我，也让我对自己
所扮演的驻村书记这一角色所肩负的
使命感,有了更深的认识。”印小天说，
尽管每个人物只有两集的篇幅，但他
有信心能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生动丰
满的基层扶贫干部形象。

《脱贫先锋》海南单元的拍摄6月
28日晚杀青，其他9个人物单元正在
马不停蹄地拍摄中，该剧预计将于今
年年底在央视黄金频道播出。

在拍摄过程中，印小天被琼中的
自然风光吸引，主动提出希望能为琼
中旅游免费代言。“我在短视频平台上
发布了一条在琼中三月三广场跳舞的
视频，一下子吸引了70多万个点赞，
很多人问我这是哪儿，这让我意识到，
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公众人物效应，
为琼中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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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还原琼中脱贫故事，时代报告剧《脱贫先锋》海南篇杀青

主演印小天成为琼中旅游形象大使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王
黎刚）“硕克杯”2020年海南省青少
年足球冠军联赛男子U13组的决赛
7月4日将在省足协裕东基地举行，
由琼中男足对阵海南中海俱乐部
队。从5月下旬开始，该项赛事启
动，省内近百支U6至U15的青少年
球队、超千名球员参加。

该项赛事设男子U6至U15组
10 个年龄段，设女子 U8、U10 和
U12组，这是我省今年举行的第一
场省级青少年足球赛。参赛球队来
自海口、三亚、琼海、万宁、儋州、琼
中、临高等市县。比赛期间恰逢海
口高温，但足球小将们都撒了欢地
奔跑追逐。比赛场地旁边的“亲友
团”声势浩大，他们的呐喊声、加油
声此起彼伏，场面热闹、温馨。很多

家长均表示，孩子们因为疫情近四
个月无球可踢的郁闷一扫而空。

最终，在女子U12组的比赛中，
琼中女足队3战全胜夺得冠军。海
南韦海英足球俱乐部以3战2胜1
负的成绩名列亚军。在男子U12组
的决赛中，海南中海队3：0力克海
南裕东队，夺得冠军。在男子U11
组的较量中，海南中海队2：1险胜
临高和舍中心小学队，夺得冠军。

琼中男足队在决赛中力克海南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校队，夺
得男子U10组冠军。琼中女足B队
和琼中女足A队包揽女子U10组冠
亚军。中海足球俱乐部A队战胜海
口美苑小学三乐岁月队，问鼎男子
U9组冠军。中海足球俱乐部队战
胜虎跃足球俱乐部B队，获得男子

U8组冠军。中海足球俱乐部小虎
队和虎跃足球俱乐部队分别以全胜
战绩，获得U6组和U7组的冠军。

海南省足协非常重视青训工
作，近400名5岁-16岁共12个年
龄段的青少年球员在省足协接受专
业训练。300多名青训教练员执教
省内的青训机构球队和校园足球
队。海南中海6名小球员入选中国
足协优秀球员选拔队，1名球员入选
U15国少集训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南省
足协负责修建的海南省青少年足球
基地近日落户澄迈桥头镇。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基地占地约
200亩，包括十一人制、7人制和5人
制足球场。据悉，海南省青少年足球
基地建成后，将弥补澄迈县专业社会
足球场地不足的短板，为承办全国
性乃至国际性高水平青少年足球赛
等赛事并承接国家级、职业俱乐部青
少年队伍集训奠定基础，促进“体
育+ 旅游”融合发展。同时，该基地
可在闲瑕时免费举办公益性活动，为
周边体育爱好者免费或低价开放，可
承担所在社区社会足球俱乐部和球
队的主场比赛活动，增加潜在足球人
口数量。另外，澄迈县人民政府计划
在金江镇建设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
设用地约120亩，其中60亩用于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方便老百姓就近
健身。剩下60亩地澄迈县旅文局将
和海南省足协合作，用于省足协足球
场地建设使用。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海南省贯彻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
方案实施意见》《海南省足球中长期
发展规划》和《海南省足球场地设施
建设规划》等文件2015年底相继出
台后，海南省足协甩开膀子开展海南
青训足球工作和场地的建设。2018
年，省足协在美兰区后良村修建了裕
东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其中包括两
块11人制天然草、两块5人制人造
草和一块沙滩足球场。目前，省足协
搭起了青训框架，成立了 U6—
U16共20多支球队，有500多名省
内青少年球员。每逢周末，这些球员
进驻裕东基地免费训练、吃住。

海南超千名足球少年比拼球技
我省青少年足球冠军联赛激战正酣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基地落户澄迈

2364场公益电影
将走进万宁农村

本报万城7月1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7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委宣传部
了解到，为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该市从7月6日
起，将2364场公益电影送到农村群众身边。

据了解，海南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一直深受广
大农村群众欢迎，特别是2018年在全国率先启用
中影新农村放映员选片系统后，全省各市县农村
电影放映员可以根据农村群众需求自主选片和订
片，较好地满足了农村群众的观影需求。

2020中超联赛
7月25日开赛
分别在苏州和大连赛区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国足协官网1日
发布消息称，2020中国平安中超联赛将于7月25
日开赛。

2020中超联赛原定于2月22日启动，但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被迫按下暂停键。据介绍，2020中超
联赛将于7月25日分别在苏州赛区和大连赛区举
行。中国足协将全力做好赛事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严格遵守国家防疫工作的各项要求，认真做好赛事的
各项组织管理工作，确保中超联赛安全有序进行。

中国足协尚未公布确切赛程，原因在于中国
足协将于7月6日在上海召开的中超俱乐部总经
理会议上与各俱乐部就竞赛设计、防疫措施、媒体
传播等进行深入沟通。但据了解，比赛拟采用“分
组（分区）、分阶段”赛制，其中首阶段小组赛双循
环14轮比赛预计将在9月下旬完赛。此后进入中
超停歇期，给拟于10月、11月进行的2022年卡塔
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最后4轮国足的
备战和比赛留出时间。

国内女子标枪比赛中投出67米61

吕会会创赛季世界最佳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在6月30日举行的

“2020中国田径协会训练基地特许赛”北体大站女
子标枪的比赛中，中国名将吕会会以67米61轻松
取得头名，并创本赛季该项目的世界最佳。

中国国家田径队的吕会会、苏玲丹、葛丽娟、
李雨桐四名选手参加了标枪项目的比拼。本场
比赛也是吕会会本赛季的第三场比赛。此前，她
分别于4月24日、5月29日举行的特许赛中掷出
64米21和64米34。

印小天（左）在拍摄中。 (剧组供图)

女子U12组队员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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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内外反对

以色列吞并计划或延期
7月1日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前设定的开始对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实施主权”的日子，但他6月30日暗示可能不会如期

实施这一吞并计划。
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国内的新冠疫情、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以及美国的态度是内塔尼亚胡难以按期推进吞并计划的主要因

素。但他并不会放弃该计划，或将择机分阶段推进以减小政治风险。

根据内塔尼亚胡今年4月与蓝
白党领导人甘茨签署的联合政府
协议，以色列将从7月1日起在美
国所谓的“中东和平新计划”下推
进对约旦河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
人定居点“实施主权”，但最近有迹
象显示这一计划可能会大幅缩水。

以色列媒体6月26日援引巴
勒斯坦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
已向巴总统阿巴斯传达信息，将只
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中的2
至3个“实施主权”，不会对约旦河
谷“实施主权”。

6月29日，内塔尼亚胡再度为
吞并计划降温，称对约旦河西岸部
分地区“实施主权”是一个复杂过
程，需要顾及许多外交和安全因素。

6月30日，内塔尼亚胡同到访
的美国特使阿维·伯科威茨以及美
国驻以大使戴维·弗里德曼等人就
吞并计划举行会谈。他在会谈后
表示，以政府仍在就该计划“开展
工作”，“未来几天还将继续努
力”。以色列舆论普遍认为，内塔
尼亚胡此言暗示7月1日恐难如期
实施吞并计划。

关于吞并的时间和形式，以政
府内部存在分歧。身为副总理兼
国防部长的甘茨6月29日与伯科
威茨会谈时说，并非必须在7月1
日实施吞并计划，“抗击疫情和提
振经济是目前更紧迫的问题，任何
与之无关的事情都需要等待”。

吞并计划也引发以国内民众
尤其是中左翼人士的担忧。自5月
以来，以色列发生各种反对吞并计
划的抗议集会活动。据以色列民
主研究所6月公布的一项民调，只
有一半民众支持内塔尼亚胡于7月
1日开始实施吞并计划。

作为当事的另一方，巴勒斯坦
强烈反对以方吞并计划。巴总统
阿巴斯和总理阿什提耶都认为，无
论以方“全部”或“部分”实施吞并
计划，其实质都是对巴土地的“蚕
食和掠夺”。巴方警告，以方吞并
计划将摧毁任何通过政治途径解

决问题的机会。
连日来，巴勒斯坦民众在约旦

河西岸地区举行示威游行，并与以
色列军队发生激烈冲突。巴各派
别也在加沙召开会议，呼吁内部团
结并对以色列展开全面抵抗。

以色列吞并计划也遭到国际
社会普遍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敦促以色列放弃这一计划，
表示实施吞并将构成最严重的违
反国际法行为。阿联酋驻美国大
使奥泰巴6月中旬在以色列媒体
上罕见发表评论，表示吞并行为
可能会破坏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
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欧盟外交和
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6月30
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上撰
文说，吞并行为将破坏以色列与
欧盟关系，给中东地区安全稳定带
来负面影响，严重损害“两国方案”
的前景。

分析人士指出，正是由于存在
上述国内外反对之声，内塔尼亚胡
在推行吞并计划时不得不有所保
留，他或将寻找适当时机分阶段实
施这一计划。

甘茨的表态代表了许多以色
列人对抗击疫情和实施吞并孰先
孰后的态度。以色列政治评论员
赫米·沙莱夫说，内塔尼亚胡近期
应对新冠疫情反应迟钝，令人不
安。

与此同时，吞并计划引发巴勒
斯坦方面强烈反应使以色列面临安

全风险，在外交上可能阻碍以色列
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回暖，还遭到联
合国以及重要国际合作伙伴欧盟的
反对，这些都让内塔尼亚胡不得不
权衡利弊。

而支持吞并计划的美国似乎也
并不希望内塔尼亚胡“蛮干”。尽管
内塔尼亚胡声称吞并事宜不会由甘
茨及蓝白党来决定，但据以色列媒
体报道，美国希望在以政府内部达
成全面一致后再给内塔尼亚胡的吞
并计划开“绿灯”。

沙莱夫说，内塔尼亚胡若一味

推动吞并计划，可能会破坏以色列
的安全、国际地位和内部凝聚力，这
将是冒“最高风险”的赌博。

以色列区域外交政策研究所所
长尼姆罗德·戈伦认为，内塔尼亚胡
将根据其政治利益在7月至11月美
国大选之间选择最佳时机来推动吞
并计划，从而把风险降到最低。而
且他可能会分阶段推进，即先吞并
一小部分犹太人定居点，美国大选
后再吞并其他地区。

（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30日电
记者陈文仙 尚昊）

计划可能会大幅缩水

计划遭国内国际普遍反对

或将分阶段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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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福奇：

美国有可能日增10万新冠病例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30日电（记者谭晶晶）

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国家过
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6月30日
表示，如果美国目前的新冠疫情形势得不到扭
转，全美将有可能每天增加10万病例。

福奇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
与养老金委员会听证会上说，很显然，美国目前并
没有完全控制住新冠疫情，其发展趋势“非常令人
忧虑”。目前每天新增病例在4万例以上，如果形
势无法得到扭转，有可能每天新增10万病例。

福奇说：“如果看一看新增病例数的曲线，就会
知道我们的方向错了，现在必须尽快采取措施。”

特朗普已批准
9500名驻德美军重新部署计划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30日电（记者刘品然）
美国国防部6月30日说，总统特朗普已批准将
9500名驻德国美军重新部署的相关计划。

国防部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当天在一份声
明中说，国防部长埃斯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米利29日向总统汇报了9500名驻德美军重新部
署的相关计划。

声明说已批准的计划不仅满足总统指令，还
会巩固北约实力、加强对俄威慑，并完善美国的
战略灵活性与欧洲司令部军事行动的灵活性。

国防部今年3月数据显示，美军约有3.5万人
驻扎在德国。6月15日，特朗普以“德国拖欠北
约军费”为由称将把驻德美军人数减至2.5 万
人。特朗普表示部分从德国撤出的美军可能会
被部署至波兰，并强调波兰会承担驻军费用。

空客集团计划裁减
约1.5万个工作岗位

据新华社巴黎6月30日电（记者陈晨）欧洲
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集团30日发表新闻公报说，
为应对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该公司计划在全球
范围内裁减约1.5万个工作岗位。

公报说，受疫情影响，航空业正面临前所未有
的危机。空客集团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减约1.5
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德国5100个、法国5000个、
英国1700个、西班牙900个。此次调整包括空客
集团在德国的一家子公司此前预计裁减的约900
个工作岗位，该子公司在疫情暴发前已确定重组。

6月30日，一名牧羊人在约旦河西岸一处犹太人定居点附近放牧。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