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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腾翻、
扑跌、登高、朝拜……2017年珠海
市民健身运动会暨斗门区第五届体
育节传统龙狮邀请赛，昨日在斗门
区体育馆广场举行。来自香洲区、
金湾区、斗门区、高新区等25支队
伍参加，闪展腾挪间展示龙狮传统
文化。

本届赛事由市文体旅游局指
导，市体育总会、斗门区体育局主
办，斗门区武术协会、斗门区罗梁体
育会承办。竞赛项目包括自选套路
的舞龙和传统南狮。比赛分为三个
组别：成年组、少年组和儿童组。

昨日上午9点，在精短的开幕
式之后，比赛开始。最先上场的是
井岸镇新塘小学男子儿童组舞狮
队。锣鼓时急时缓、时高时低，大红
的狮头左摇右摆，展示腾翻、扑跌、
跳跃、登高、朝拜等技巧，赢得了阵
阵喝彩声。该舞狮队的两名儿童今

年都是12岁，“我已经学习了2年，”
其中一名儿童黄建靖赛后表示，舞
狮表达的是一只狮子翻山越岭去采
花或觅食，其间所表现出来的喜怒
哀乐。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惟妙惟
肖的表演，井岸镇新塘小学获得了
男子儿童组一等奖。

经过一天的鏖战，各组别的赛事
结果出炉。其中，斗门区乾务镇忠青
体育会、罗梁体育会等五支队伍，获
得传统舞狮男子成年组一等奖，市一
中平沙校区获舞龙组一等奖。

斗门区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2017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有
三项赛事在斗门区举办，即传统龙
狮邀请赛、拔河赛和农民篮球赛。
舞龙舞狮是我市的传统体育项目，
也是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斗门
区的舞龙舞狮队伍多次代表珠海
市，参加省、国家的比赛，均取得了
优秀成绩。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
11月25-26日，2017“万科红树
东岸杯”粤港澳大湾区网球团体
公开赛在珠海万科红树东岸体
育公园网球场开赛，来自珠海、
中山、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24
支代表队200余人参赛。

本次比赛由珠海经济特区
恒盛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办，珠
海市网球促进会承办。200名选
手将分别进行男子双打（两人年
龄相加不小于 80 周岁）、混合双
打（两人年龄相加不小于 70 周
岁）、男子双打（两人年龄相加不
小于70周岁）三大组别的赛事。

据悉，为了体现普及、推广
网球运动，将群众体育赛事与全
民健身相结合的初衷，本次比赛

要求参赛选手必须是业余网球爱
好者，凡是参加过全国U18比赛
的运动员、专业网球运动员和退
役网球运动员均谢绝参赛。

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球作为
珠海健康生活、文明城市的标志
之一，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已
经成为珠海重要的体育赛事及全
民健身运动项目。此次网球赛事
正是本着普及、推广网球运动，积
极促进国家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体
育融合交流的目的而举办。据
悉，11月底至12月份，澳大利亚
网球公开赛亚太区外卡赛，以及
第二届珠海“万科红树东岸杯”网
球团体公开赛、网球嘉年华活动
也将陆续登场，继续为广大网球
爱好者打造精彩网球盛事。

“万科红树东岸杯”粤港澳大湾区网球团体公开赛

24支代表队200余人挥拍决战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120
支队伍逾千名队员、欢快的曲调、
漂亮的舞姿……25日下午，由斗
门区体育总会主办、珠海华郡房
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的“华发依
山郡杯”健身广场舞大赛，在华发
依山郡销售中心前广场拉开序
幕。大赛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周末
连续上演，经过5场初赛后，将在
明年元旦赛出最终结果。

下午1点大赛正式启动。当
日冷风冻人，但在比赛现场观众
围了里外三层、热闹异常。

最先上场的是新乡好姐妹
队，大红的舞服、欢快的曲调，让
广场舞“大妈们”舞出了青春的

风采。接下来的井岸飞龙舞蹈队
动作整齐划一、舞姿舒展大方，得
到了339.6分的高分。俗话说得
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虽然
参赛队员多为中老年妇女，均为
业余舞蹈兴趣爱好者，但大家的
表演充满激情，老当益壮、乐享晚
年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据主办方介绍，健身广场舞
大赛已是第二次举办，大赛自11
月7日开始报名以来，一周时间
已报满80支队伍，为此主办方又
额外增加40个名额，总共有来自
全市各区镇的120支队伍参与角
逐。赛事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周末
上演，明年元旦将赛出最终结果。

“华发依山郡杯”健身广场舞大赛开幕

120支队伍舞出青春风采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摄影报
道：25日上午，“中艺星光杯”珠
海赛区比赛在丹田教育公园开
赛，近500名选手参加了乐器、金
话筒、舞蹈、书画等类型的才艺比
拼，展示了扎实的技艺功底和良
好的舞台风貌。

“中艺星光杯”系列活动在广
东省已经举办二十二届，是广东
省集权威性、影响力于一身的青
少年艺术类专业大赛，一直秉承
以“给孩子一个梦想的舞台，给园
丁一份收获的喜悦”为宗旨，为广
大艺术爱好者提供更广阔的舞
台。该比赛每年参赛人数高达
25000余人，分别在广州、深圳、
佛山、东莞、江门、湛江、中山、珠
海、惠州、汕头、潮州、揭阳等地成

功开办分赛区，并延伸到广西、湖
北、湖南开办分赛点。

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表示，艺术
教育本身是素质教育，参与各类大
型比赛和活动是一种基于艺术活
动的锻炼方法，从中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或改变孩子的身心与思想。
本届珠海赛区活动由中艺星光杯
与丹田教育公园首次牵手合办，共
有近500名选手参赛，按年龄分为
少儿组、青年组及特邀组，他们参
加了乐器、金话筒、舞蹈、书画等类
型才艺比拼。比赛现场气氛热烈，
各类艺术选手们盛装出席，热情高
涨。其中298名优秀选手将进入
下一轮的珠海赛区晋级赛，晋级的
优秀节目将有机会参加在北京举
行的全国才艺展演。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体
态轻盈，舞姿翩跹，25日上午，
2017广东省首届标准舞拉丁舞

“远航杯”舞王争霸赛在市体育中
心原动力俱乐部体育馆开赛，共有
来自珠海、广州、深圳、江门、东莞、
中山等地的48支代表队800余名
运动员参赛，他们展示了拉丁、伦
巴、桑巴、恰恰等舞种的精湛技艺，
引来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据悉，本次比赛由广东恒大
体育赛事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主
办，珠海市体育舞蹈协会承办，珠
海市雨轩体育舞蹈学校、珠海市
育才舞蹈培训中心协办。来自全
省各地的48支代表队800多人参
赛，年龄涵盖6-60岁各个年龄
段，舞种包括拉丁、伦巴、恰恰、牛
仔、桑巴、斗牛等。选手将经过预

赛、复赛、半决赛、决赛4场角逐决
出最终名次，前6名将有资格参加
12月份举办的全国锦标赛。

据大赛评审长、珠海市雨轩体
育舞蹈学校校长刘继钢介绍，珠海
代表队有15支队伍约200多人，
参加16岁以下组别的赛事。这些
选手都是各个培训中心和舞蹈学
校的学员，大多参加过全国赛事，
水平相对较高。另外，本次大赛的
评审团共有42人，他们都是来自
全省各地的国家级评审员。

25日在同一地点举办的还
有“格健杯”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
体育舞蹈公开赛，来自珠海的
4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由市体
育总会主办，市体育舞蹈协会承
办，比赛组别和项目分为：男女双
人、女子双人、女子单人，以及巾
帼组、成人组。有关负责人表示，
选手们与省级大赛的选手同台竞
技，有利于促进珠海体育舞蹈水
平的提升，进一步加强体育舞蹈
在珠海的推广、普及。

“远航杯”舞王争霸赛暨“格健杯”体育舞蹈赛

1200名舞者展现翩跹舞姿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25
日，“康神世纪杯”第十二届珠澳武
术（套路）公开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
馆开赛，来自珠三角地区及澳门的
82支队伍近千人参赛。

本次比赛也是2017年珠海市
民健身运动会系列项目之一，比赛
分健身气功、传统太极拳、太极柔力
球、传统木兰拳、传统拳数套路、双
节棍等。参赛者来自珠海、广州、中
山、江门等单位、行业、武馆。比赛
得到了市文体旅游局、澳门武术总
会的大力支持，其中，澳门共派出23

支队伍参赛。
据市武术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比赛参赛人数多、涵盖地区广，
是一场大规模、高水准的武术切磋大
会。比赛当天汇集了各地精英队伍，
无论七旬老者还是少年儿童，都向大
赛展示了稳健的基本功及精湛的技
能，获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通过办
赛进行武术技术交流、增进友谊，不
但弘扬了中华传统武术精粹，也宣传
了全民健身的理念，进一步推动了武
术进校园工作的深入普及，更利于群
众体育运动的发展。

第十二届珠澳武术（套路）公开赛

选手以武会友传递健身理念

“中艺星光杯”珠海赛区开赛

近500名选手展示才艺

小选手
展才艺。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在今年6月底闭幕的第39届莫
斯科国际电影节上，中国电影
《塬上》从2000多部影片中突出
重围，获电影节最高奖——圣乔
治金奖。这是中国电影近3年
来在国际电影节上取得的最好
成绩。一部以环保为主题，通过
还乡人的视角，揭示当代中国乡
村真实面貌的影片，为何能够斩
获国际A类电影节大奖？

日前，由中国电影家协会、
陕西省委宣传部、铜川市委宣传
部主办，《电影艺术》编辑部承办，
该影片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专
家认为，立足本土、用电影讲好中
国故事，是影片成功的关键。

电影《塬上》根据作家钟平
的同名小说改编，由中国新锐导
演乔梁执导、演员高子沣等主
演。影片聚焦生态环境，讲述了

在北京工作的一名记者回到阔
别已久的家乡，在报道国宝朱鹮
的过程中，围绕朱鹮发生的利益
纠葛和曲折故事。

据介绍，这部电影在今年莫
斯科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了全
球首映，能容纳1500人的放映
厅座无虚席，现场反响热烈。电
影节评审团主席这样评价这部
影片：“影片以客观冷峻的视角
揭示了人性的困惑，展现了一个
高速发展的中国积极面对人类
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
曙光说，这部影片以当下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的环保问题为主题，
用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现实主
义表现手法，真实展现了渭北塬
上铜川这座资源枯竭型城市转
型发展的变革，生动诠释了人
类、自然与发展的内在关系。

编剧赵葆华认为，该片的表
层故事是环境污染，但引出的却
是塬上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
同时，它还有浪漫主义元素，比如
影片中的朱鹮不仅是具象，而且
是意象的——象征着绿水青山
的好环境和祥和富足的好日子。

专家表示，影片通过镜头，
体现了基层群众日益增强的环
保意识，展现了近年来我国环境
生态的巨大变化和我国政府为
环保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塬
上”和“朱鹮”是非常典型的文化
符号，它的获奖是西部电影的转
折和升华，激励了电影行业对现
实主义题材的坚守。

“《塬上》用文艺片的方式，
表现了主旋律的理念，体现了
主旋律影片艺术化水平的提
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
一川说。

《塬上》斩获第39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圣乔治金奖最佳片。 新华社发

市民健身运动会传统龙狮邀请赛

25支队伍展示龙狮传统文化

制片人段鹏（左）和导演乔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