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 （记者卫小
林）“加勒比海盗”约翰尼·德普“改行”
了———这一次， 他从海盗变身为人工智
能科学家威尔博士，在《超验骇客》里出
生入死———记者今天从海南几大院线获
悉，由德普主演的好莱坞科幻大片《超
验骇客》今天在海南上映了。

据介绍，《超验骇客》算不上“纯
正的”好莱坞大片，因为它的制作团队
里有中国 DMG（印纪传媒）的身影，
另外的制作方还包括美国华纳兄弟和

美国艾肯娱乐两大公司， 但中国和北
美各大院线却是同时从 18 日开始同
步公映的， 观众从这部影片中可以看
到中国电影制作者们的新想法。

记者了解到，《超验骇客》讲述了
人工智能科学家威尔·卡斯特博士（约
翰尼·德普饰）因为“超验骇客”的实
验遭到反科技极端分子们暗杀后已剩
下不多的时日， 同为实验参与者的妻
子艾芙琳（丽贝卡·豪尔饰）为了留住
威尔博士， 将他的意识上传到了电脑

里，使他成了世界上第一位智能永
生人。 然而，威尔却逐步演变得无所
不在， 这让人们无法预料在他掌控下
的未来将会怎样……

“新奇的创意、豪华的演员阵容和
精良的制作， 已经使这部影片大大不
同于以往任何一部科幻片了。”海口中
视国际影城负责人说， 该片涉及到了
纳米技术、3D 打印、干细胞、人工智能
等许多高新科技， 将为观众呈现更新
的科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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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巴达 2》定档六一
本报讯 日前， 专业运营动画合家欢电影的

卡通先生影业宣布， 根据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经
典动画电影系列《辛巴达历险记 2》将于六一儿
童节档期推出， 这也是卡通先生继年初推出动画
电影《熊出没》之后的又一力作。

据介绍，《辛巴达历险记 2》改编自闻名世界
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 2013 年六
一节档期， 该系列的首部作品 《辛巴达历险记
2013》以全国总票房 3900 万元的佳绩，成了同
档期令人惊艳的票房黑马。 公司从后续调研中获
悉，《辛》片以观看前期待度和观影后满足度两项
指标高居国产动画电影首位， 于是决定推出该系
列第二部。 （欣欣）

葛优获颁
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本报讯 4月 17 日，第十一届法国电影展映
活动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开幕， 展映活动代言
人葛优获颁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活动开幕影
片《火山对对碰》主演、法国喜剧天王丹尼·伯恩
和中国著名导演娄烨、 王小帅等明星嘉宾见证了
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主席菲黛丽克·布勒丹么为葛
优授勋过程。

法国文学艺术勋章于 1957 年由法国政府文
化部设立， 以表扬在文学界或艺术界有杰出贡献
的人士， 或表彰在世界范围内为宣传法国文化作
出突出贡献者， 尤其看重在法国文艺界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葛优成为继张艺谋、王家卫等人之后又
一个获得文学艺术勋章的中国演员。 （欣欣）

3D《冬荫功2》有望引进
本报讯 中国影迷将有机会在影院以 3D 形

式欣赏到泰拳快、狠、准的独特魅力了。4月 18日
传出消息，亚洲首部 3D 动作巨制《冬荫功 2》将
有望引进内地。

据介绍， 该片由泰国国宝级著名动作导演普
拉奇亚·平克尧联手国际动作巨星托尼·贾共同打
造，凭借《拳霸》、《冬荫功》风靡世界的托尼·贾，
希望以 3D《冬荫功 2》作为登上中国大银幕的首
部作品，并期待有机会与中国影迷和功夫迷见面。

10 年前，托尼·贾凭借电影《拳霸》和《冬荫
功》红遍全球，成为继成龙、李连杰之后的又一国际
动作巨星，他每部戏中都会出现的泰拳、跑酷、小摩
托，也几乎成了托尼·贾系列动作片的经典标志。 3D
《冬荫功 2》的引进，可以让中国影迷领略到世界拳
霸的最新风采和拳拳到肉的实战风格。 （欣欣）

本报讯 4 月 18 日晚 8 时，由央视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原班人马打造的
大型原创文化娱乐节目 《中国成语大
会》 登陆央视 10 套科教频道晚黄金档
播出，与以往的电视猜词不同，《中国成
语大会》创新性地打破格局，力图与河
南卫视已经开播的《成语英雄》打擂台。

节目形态更符合电视

虽然节目制作团队仍为原《中国汉
字听写大会》班底，但《中国成语大会》
从节目形态、赛制规则到选手设定，都与
“汉听”截然不同。

据节目组介绍， 比赛选择猜词的模
式， 主要竞赛方式是由选手以小组方式
“一人描述一人猜”。年龄范围也不再限
定于初二学生， 而是囊括了从 20 岁到

35岁的青年群体。
总导演关正文表示， 这是根据成语

的特性做出的调整，“成语既是浓缩的
经典，也在语义所指中涵盖了人生境遇，
掌握的熟练程度与人生阅历有关， 初中
学生未必能够达到水准。 ”

赛制也进行了“更符合电视形态”
的设定，不仅设计了目标计时对抗赛、限
时限猜对抗赛、 双音节同题对抗赛等在
内的“更吊胃口”的竞赛方式，还将团队
赛事与个人竞赛混合编排。

“观众一开始不一定能对参加比赛
的 36 位选手都很熟悉，不过，团队竞赛
能让比赛更有效率。到了比赛后期，观众

建立了对选手的熟知度后， 节目组会逐
步淡化团队竞赛模式， 以个人计分方式
给选手更多的展示机会。 ”关正文说。

首创猜词题面半公开

在河南卫视《成语英雄》 节目中，
“猜词”模式曾以看图猜词的形式出现，
关正文表示，虽然猜词的形式不算新鲜，
但《中国成语大会》还是想将“猜词”玩
出新花样。

“在国外，猜词节目是一个完整的
模式，而不是像国内，经常是作为简单的
游戏环节出现。 ”《中国成语大会》节目
组看准了国内尚无成熟猜词节目的契
机， 决心这次要建立第一个专业化的猜
词节目。 关正文表示， 节目组在专业规
则、 对抗形式以及节奏控制上都做了

精心设计，为提高观众的参与度，
还专门开创了 “不完全题

面”的播出方式。
“以前成语猜
词节目， 观众

知道题面，
可 能 觉

得 十

分简单，但选手就是猜不出来。 ”这种传
统方式会消减观众互动的乐趣， 节目组
在这个环节玩了点“小心机”，“节目播
出时，我们有时不告诉观众题面是什么，
让观众和选手一起猜， 或者成语的四个
字中，只告诉观众其中一个字是什么。 ”
关正文表示， 这种尝试是从观众的角度
出发， 也会根据节目播出后的反响进行
灵活的调整，“如果观众觉得很有意思，
就会保留下去。 ”

文化节目创新不易

虽然早在一年前 “汉听” 热播之
时，举一反三再做一档文化类电视节目
的想法就已在主创团队和央视内部酝
酿，但《中国成语大会》的到来，还是显
得姗姗来迟。

关正文透露，“文化类节目的创新
很难，我们做了相当长时间的调研、策划
和考量。 ”最终，在他递交《中国成语大
会》的策划方案后，央视才决定倾全台
之力来做这档节目。 “我们不仅可以在
全台范围内任选节目主持人， 台里还在
编播安排上给了很大支持。 ”关正文说。

在创作团队看来， 虽然从去年开始

的“汉字热”带火了一批同类电视节目，
但这些节目大多进行到第二季后， 余温
难续。关正文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
为这些节目热播的原因， 并非是节目制
作方面真的有巨大创新， 更多是受益于
社会话题所带来的影响力的辐射。 “所
以，我们现在的压力其实挺大的，并不是
说‘汉听’火了，再做‘成语’就不用担
心。 ”关正文说，一档栏目的品牌能否有
效地延续，“不能急功近利，只求短期市
场，还是要锤炼好基本功，才能真正赢得
观众的喜爱。 ” （钟新）

《中国成语大会》创新猜词形式
有时电视观众也不知道题面

“海盗”德普
主演科幻大片了

《超验骇客》
海南上映

■■■■■ ■■■■■ ■■■■■

《超验骇客》剧照

《中国成语大会》节目现场

《中国成语大会》节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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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足球联赛超级组南区开踢

海师队首战告捷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实习生李艳）2014 年中

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南部赛区超级组决赛 18 日在
武汉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开踢。 海南师大队首战
以 3:1战胜重庆大学队。

据悉， 本次大赛共有南方各省 16 支代表
队参加。 由抽签结果分为 4 个小组，先由同组
进行单循环对打。 小组赛比完后，由各队积分
进行排位，排名前两位的晋级八强。 再依次进
行交叉赛、名次赛。 代表海南参赛的海南师范
大学与武汉体育学院、贵州师范学院、重庆大
学被分在 B 组。

全国桥牌团体赛

海南女队获甲级第四
本报讯 （记者林永成） 2014 年长宁杯全国

桥牌团体赛 18 日在上海市长宁区落幕， 海南女
队获得女子甲级第四名， 上海浦东队和山东队分
获男、女甲级冠军。

在女子甲级比赛季军争夺战中， 海南队以
46：66不敌江苏队，无缘前三名。女子甲级决赛在
山西队和山东队之间展开， 最终山东队以 228：
158获胜，夺得冠军。

在男子甲级决赛中， 上海浦东队以 158：
145.5 战胜湖南队，夺得冠军，湖南队获得亚军。
在三、四名比赛中，火车头体协队 75：55 战胜中
建体协队，获得季军。

本次比赛分为甲乙丙三个级别。 海南男队参
加丙级比赛，结果进入前三名，与黑龙江队、广东
队一起升入乙级。

司南杯大帆船赛今日扬帆
40余支船队参赛 12支船队参加西沙拉力赛

本报三亚 4 月 18 日电 （记者程范
淦）2014年第三届司南杯大帆船赛 19日
将在三亚亚龙湾海域扬帆起航，组委会今
天下午在瑞吉度假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本届赛事的赛况以及新变化。

4月 19至 20日， 首先在亚龙湾海
域进行场地赛， 产生 12 支优胜船队；4
月 21至 24日， 举行西沙拉力赛，12 支
船队从亚龙湾出发， 到达三沙市的全富
岛，并举行登岛纪念仪式，然后返回三
亚；25日，进行闭幕式。

据悉， 本届司南杯大帆船赛将有三
大变化：赛事更专业、竞争更激烈。 本届
赛事共有 40 余船队报名参加， 而西沙
拉力赛的参赛资格只有 12 个， 这大大
加强了场地赛的专业性和观赏性； 第二
是航线更“南”。本届司南杯西沙拉力赛
的终点，将从上届的北礁向南再延伸 30
海里，到达永乐群岛的全富岛，这也再度
刷新了国内正规帆船赛事到达最南端的
纪录；第三是举行登岛仪式。 据悉，登陆
全富岛的船东船员代表们将举行隆重的

纪念仪式，缅怀中华古航海，表达复兴中
华航海的决心。

司南杯大帆船赛是我国竞技水平最
高的大帆船赛事之一， 也是我国唯一拥
有西沙航线的帆船赛事。 该赛事在三亚
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至今已成功举办
了两届。司南杯发起人之一、著名航海人
冯晖说，司南杯大帆船赛，因其“重走西
沙香瓷古路，弘扬中华航海精神”的特
色路线， 自举办以来就受到广大中国航
海人的瞩目和追捧。

司南杯携手“蓝丝带”
共同清理海滩垃圾

本报三亚 4 月 18 日电 （记者程范
淦）今天下午，前来三亚参加第三届司南
杯大帆船赛的数十名船东船员，与“蓝
丝带” 海洋保护协会的志愿者一道，来
到亚龙湾游艇会二期码头海滩，开展了
清理海滩垃圾的公益活动。

司南杯船东船员在赛前参与捡拾海
滩垃圾的环保公益活动， 是司南杯大帆
船赛从第一届开始， 就一直保留的传统
环节。 该活动一直得到政府、社会各界
人士及媒体的高度评价和赞许。平日里，

船东们都有着各自的身份，但在这一刻，
大家都是环保公益行动的一份子。

今年，“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也积
极参与进来， 来自三亚各个高校的环保
志愿者和司南杯船东船员一起， 参与了
清理海滩垃圾的活动。 虽然几十名司南
杯船东船员及“蓝丝带”志愿者只是尽
了一份绵薄之力， 但它却表达出司南中
国及“蓝丝带”的环保信念：做一名爱海
人、护海人，珍惜我们唯一的海洋，从我
做起，人人有责！

亚足联亚冠排名“摆乌龙”

恒大“重登”小组第一
据新华社广州 4 月 17 日电 （记者

王浩明）在亚冠联赛小组赛 G组第五轮
比赛后，出现了四队均积 7分的情况，亚
足联官网更新的排名是全北现代第一，
广州恒大第二。 新华社记者当晚即撰写
稿件《亚足联规则出“BUG”恒大全北
到底谁是第一？ 》对排名正确性和公正
性的质疑。 两天之后的 17日晚，亚足联
官网终于“纠错”：最新的排名广州恒大
成为G组第一，全北现代列次席。

在 15 日晚的小组赛第五轮客场

0：2输给墨尔本胜利， 而横滨水手 2:1
战胜全北现代后，G 组的形势发生了奇
妙变化： 四支球队均为 2 胜 1 平 2 负，
积 7分，而广州恒大与全北现代更是净
胜球、进球数都相同。

因此，本小组的排名也成为一个难
题，按照亚足联的《2014 亚冠联赛竞
赛规程》，小组中同分的球队将先后比
较互相之间的积分、净胜球、进球数、所
有小组赛中的净胜球、进球数、公平竞
赛分（红黄牌数量）。 亚足联在赛后即

使发布的 G 组排名正是根据这个规
则，将红黄牌数少于广州恒大的全北现
代列为第一。

记者在 15 日提到， 广州恒大对全
北现代的两场比赛分别打成 3:1 和 0:
1，显然占优，却因为规则的问题被列为
次席，显然有违公平竞赛原则。 因此建
议广州恒大和中国足协针对此事向亚
足联申请解释。

亚足联终于在 17日更改了排名，最
新的排名是恒大、全北、墨尔本和横滨。

■中超第 7轮前瞻

京鲁大战鲁能难讨便宜
4 月 19日，中超联赛第 7轮将进行

京鲁大战，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山东鲁能。
两队本赛季都志在冲击冠军， 目前国安
排名第二，鲁能排名第四，此次面对面交
锋对两队的排名及走势都有影响。

两队本周在亚冠都遇阻，下周还有
关键的出线生死战，此役两队主帅如何
用人值得关注。 洛维、戴琳和乌索的中
轴线将复出，国安陈志钊、巴塔拉等无
缘亚冠的强援必将全力出战，这几名队
员的表现将影响比赛的走势。

鲁能在亚冠客场与武里南联的比
赛结束后，直到 18日凌晨才赶到北京，
旅途的疲惫加上温差变化，体能将受考
验。 相比而言，国安本周亚冠和联赛都
在主场作战，体能上占据一定的优势。

鲁能做客工体， 战绩向来不好，进
入中超后就只有一次赢球， 这还是
2010赛季的事。 近三个赛季，鲁能在工
体 1 平 2 负未尝胜绩， 近两个赛季更
是遭遇连败。此番鲁能再赴工体挑战国
安，也恐难尝到胜绩。 ■林永成

建业 1：2不敌人和
4月 18日，在中超第 7轮首场比赛

中，河南建业队 1：2负于贵州人和队。 图
为人和队陈昌源进球后庆祝。 小新发

内马尔受伤赛季报销
恐影响世界杯备战

本报讯 北京时间 4 月 18 日，西
甲巴塞罗那俱乐部官方宣布，巴西球星
内马尔受伤， 至少会缺席 4 周的时间，
这意味着， 巴西人基本将缺席本赛季剩
余的比赛。 据悉，内马尔的伤是位于左
脚的第 4 根跖骨，俱乐部将对其进行最
少 4周的治疗。

内马尔的脚伤是在国王杯决赛对阵
皇马的比赛后被查出来的， 他的左脚第
4 根跖骨在拼抢中遭到撞击导致严重的
水肿。 巴萨官方对于内马尔的治疗时间
预计是最少 4周。 这是内马尔本赛季出

现的第二次伤停， 早在本赛季国王杯巴
萨对阵赫塔菲的第二回合比赛中， 这位
巴西天才就因为右脚脚踝受伤而一度缺
席了随后的 8场比赛。

巴西国家队将在 5月中下旬开始世
界杯备战，内马尔届时预计可以伤愈，但
身体状态如何不得而知。如果不顺利，内
马尔可能会缺席备战期的初始阶段，这
对他参加世界杯也是一个影响。

而巴萨主力边后卫阿尔巴的伤势也
不乐观， 他的右腿腿筋被查出有一定程
度的拉伤，将会缺战 3到 4周。 （麦口）

内马尔在西甲
比赛中。 小新发

蒙特卡洛网球大师赛

纳达尔爆冷止步八强
本报讯 北京时间 4 月 18 日晚， 在蒙特卡

洛网球大师赛展开 1/4决赛中，头号种子、八次赛
会冠军纳达尔以 6：7 (1)/4：6 爆冷不敌同胞费雷
尔，无缘四强。这是纳达尔职业生涯在蒙特卡洛的
最差战绩。

这是纳达尔与费雷尔职业生涯的第 27 次交
锋， 在此前的交手纪录上纳达尔以 21 胜 5 负遥
遥领先。这次输球，是纳达尔十年来首次在红土输
给这位费雷尔， 而他对这位同胞的红土 17 连胜
也宣告终结。

蒙特卡洛大师赛有“法网风向标”之称，刚刚
拿下红土 300 胜的红土之王纳达尔，在红土赛季
首站就遭遇了如此重挫， 也让今年欧洲初夏的土
场大战增添了悬念。 （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