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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科幻爱情喜剧电影《从天儿降》日前公
布主创阵容，魏民搭档其兄弟魏楠联手导演，章子
怡、魏楠联手任制片人，郭敬明任总监制，陈正道任
艺术总监，结成华语影坛令人咂舌的顶尖豪华团队。

《从天儿降》令人惊讶的是联合了章子怡、郭
敬明两位演艺圈旗帜人物进行了首度合作。其
中，章子怡作为华语影坛扛鼎女星的地位多年不
可动摇，近年更频频出击幕后，担任了《非常完
美》、《非常幸运》制片人，《从天儿降》则是她三度
担任制片人。而凭借《小时代》电影系列入主“十
亿导演俱乐部”的郭敬明，也将跨刀担任《从天儿
降》总监制，这也是他除了《小时代》之外首次为其
他电影担纲总监制。

一个是票房奖项斩获到手软的金牌影后，一
个是文化跨界精英，两人的联手，让人对《从天儿
降》产生更多期待。 （欣欣）

章子怡郭敬明联手拍片

本报讯 12月8日，上海大众汽车凌渡品牌
首席战略合作的第15届华鼎奖全球演艺名人
100强总排行榜在京揭晓。

此榜单是根据道德修养、专业素养、公益行
为、社会影响、商业价值五大调研要素产生最终得
分。最近热映的《星际穿越》两大主角均榜上有
名，“布兰德”安妮·海瑟薇以93.89的高分独占鳌
头，“库珀”马修·麦康纳以90.13的总分紧随其
后，排名第五。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百强榜单中，
只有杨丽萍代表中国入围，可谓一枝独秀。

遗憾的是，此次百强名单中，吴宇森、张艺谋、
陈凯歌、成龙、李连杰、章子怡、巩俐、李冰冰等在
国际上颇有影响的影人均不见踪影。 （欣欣）

华鼎奖全球百强榜出炉

本报讯 12月8日，李光洁在百忙之中接受
东方卫视微信群访，与全国媒体分享他对自己主
演的热播电视剧《团圆饭》的情有独钟——“打字
实在是太累手指头了，我决定用语音回答大家了
……”在发来一段近200字的文字回答之后，微信
群里终于传出了李光洁略带无奈的声音。

过去，李光洁堪称荧屏“高富帅专业户”，但
《团圆饭》中的大哥宋一达，却是他首次挑战“废
柴”角色。谈及接受这个颠覆性角色时，李光洁
表示，特别欣赏这个底层小人物身上的孩子气，

“别看他没有什么钱，但是他特别敢花，有一块钱
就可以吃一块钱让大家高兴，看似生活在底层，
但其实是个浪漫主义者。而且我觉得他是生活
中挺常见的人，特别聪明又有闯劲，可能比较适
合现在这个年代。” （欣欣）

李光洁欣赏《团圆饭》

本报讯 12月11日，作为致敬经
典电影《开心鬼》系列的爱情动作喜剧电
影《精武青春》将在全国正式公映。这部
由庄澄监制，黄子桓编剧，吴千语、徐正
曦、林德信、盛君、张楚楚主演的青春片，
无论是演员阵容、幕后团队、题材类型，
还是制作拍摄都颇受关注，香港著名影
人黄百鸣更是赞其比《开心鬼》好看十
倍。12月10日，片方发布一款制作特
辑，黄百鸣出镜力挺《精武青春》。

30年前，《开心鬼》系列问世后，不论
票房还是口碑均成为香港影坛上的黑
马。《精武青春》不仅延续了《开心鬼》系
列爆笑喜剧的精髓，更推陈出新地添加
了适合现代年轻人欣赏趣味的笑点，使
得喜剧元素更具有活力和感召性。所
以，《精武青春》是《开心鬼》的增强版，它
既出身喜剧名门，而且一代更比一代强。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著名影人黄
百鸣可谓宝刀未老，作为这部电影的
幕后推手，他强调《精武青春》要融入
更多青春与动作元素，使之更加贴近
年轻观众。而该片监制庄澄则是黄百
鸣的老搭档，两位同样对港式喜剧有
着独特理解和丰富经验的电影人，携

手为《精武青春》护航。而曾以《叶问》
系列获得业内极高评价的金牌编剧黄
子桓则发挥所长，用功夫元素展现了
当今的青春热血。

作为一部校园喜剧，《精武青春》首
次突破了青春片的内容局限，全新加入
了武打元素，将给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

视觉体验。五大主创化身校园侠客，拳
打脚踢，再掀武林风云。武术小白吴千
语临危受命，单薄身形，力克敌手，以小
博大，以羽量级打重量级之战。大师兄
徐正曦正气凛然，以一敌众，出神入化，
颇具大将之风。校园喜剧融入功夫元
素，更添活力，看点十足。 （欣欣）

校园喜剧《精武青春》今天上映

新华社东京12月10
日电 （记者沈红辉）日
本《文艺春秋》月刊10日
提前出版的 2015 年 1
月号刊登了一篇已故
著名影星高仓健的绝
笔，题目为《高仓健的
临终手记》。

据悉，高仓健临
终前接受《文艺春
秋》二战结束70周
年专题报道约稿
后，在病榻上写作，
11月 6日成稿。4

天后，高仓健辞世，这篇手稿成为绝笔。
手记全文约5000字，笔触细腻，

现场感强烈，充满人情味，由“诸行无
常”、“人生骤变”、“特别的《八甲田
山》”、“努力活下去”四部分组成。

高仓健回顾了意外出道、一夜走
红、获赠座右铭、《八甲田山》改变自
己等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生片段，同时
还讲述了多个片场的心酸经历，罕见
地披露身为电影演员的不易。

此外，他还提到一些鲜为人知
的轶事，比如“侠客”电影走红后，他
一年最多接片18部，因受不了压力
进行了“一场数十天的孤独罢工”。

高仓健还在文章结尾诠释了人生
哲学——“往路精进，坚忍无悔”。回
顾“诸行无常”的人生，他说：“我并非
因心怀演员梦而成为演员。面对意外
的转折变化，我一直努力、拼命地适
应，一直尽力满足人生旅途上邂逅的
朋友寄予的期待。”日本媒体评论说，
高仓健生前极少公开私事，这篇手记
可谓留给影迷的“遗书”。

高仓健以沉默寡言的硬汉形象而
闻名，在日本影坛享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其主演的《追捕》等影片在中国家
喻户晓。11月10日，他因淋巴癌在东
京去世，享年83岁。

高仓健临终手记在日曝光
回顾了意外出道、一夜走红等人生片段

高仓健（右）在
遗作《致亲爱的你》中

高仓健

《精武青春》剧照

新华社南京12月10日电（记者
刘巍巍）著名表演艺术家、1986版《西
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9日与苏
州大学学子们分享西游文化和经典传
承时透露，3D版《西游记》系列电影将
于年底开拍，预计2016年与观众见面。

据悉，六小龄童目前正在筹备3D
版《西游记》系列电影，他仍将饰演孙悟
空一角，《西游记》原班人马亦将助阵。

六小龄童表示，海外观众仍不完全

熟悉这个传统经典故事，希望借助《西
游记》电影，让全球观众欣赏到西游之
魂，了解东方文化。此外，现下高科技
影视手段日新月异，借此再拍西游故
事，弥补当年电视剧版的遗憾。

六小龄童近期在国内外高校进行
公益讲座，推广西游文化。迄今已在
200多所大专院校举办了讲座，预计
2016年将覆盖1000所院校，苏州大学
的讲座就是其中之一。

六小龄童筹拍3D《西游记》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
白瀛）导演林育贤10日在京宣布，继
《翻滚吧，阿信》之后，自己的新片《西
西里艳阳下》将于12月底开机。影片
讲述了在上海留学的一个韩国男孩
和中国女孩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由
关锦鹏监制，周冬雨和韩国演员李准
基主演。

林育贤介绍，《西西里艳阳下》中，
周冬雨与李准基的跨国恋不仅发生在
摩登都市上海，足迹还将远至充满美丽

传说的意大利西西里。
“这不仅仅是个感人的爱情故事，

其中深埋的关于人生、成长的探讨都令
我深受感动。”林育贤说。

另据介绍，《西西里艳阳下》的编剧
是曾为华表奖获奖之作《万箭穿心》担
任策划的编剧胡蓉蓉。

韩国演员李准基因主演电影《王的
男人》成名，该片曾创造了韩国观影人
次纪录，尔后他又主演了《一枝梅》《狗
和狼的时间》等电影。

周冬雨李准基将上演跨国恋

皇马皇马刷新西足坛连胜纪录刷新西足坛连胜纪录

CBA战报
辽宁100：95山东
（辽宁17连胜）
上海101：80四川
青岛104：112新疆
重庆112：121北京
八一76：116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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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20日开跑

总奖金75万元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

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4海南儋州
国际马拉松赛将于12月20日在儋州举行。此次
赛事总奖金为75万元。此外，该赛事还增设了海
南省和儋州市运动员两项鼓励奖。

据了解，本届赛事包括全程马拉松和迷你跑
比赛，其中全程马拉松赛程42.195公里，分男子和
女子组。此次比赛邀请了来自肯尼亚、法国、埃塞
俄比亚、乌干达、巴林、泰国、越南、立陶宛等20个
国家和地区的专业及业余选手共51名；特邀国内
全程马拉松赛专业运动员37名，业余全程马拉松赛
运动员40名，参加全程马拉松赛总人数1238人。

除了男子和女子全程马拉松赛以外，还增设
了万人迷你跑项目，参加迷你跑的人员有学生
8000名和市直机关、企事业、乡镇、农场干部职工
2000多名。

今年赛事总奖金为75万元人民币，与上届赛事
相比，增加了15万元。冠军奖金由原来的2.5万美
元增加到3万美元，同时，实现了男女运动员奖金均
等的目标。此外，该赛事还增设了海南省和儋州市
运动员两项鼓励奖。排名第一的海南籍男女选手可
获2000元，排名第一儋州籍男女选手则获1500元。

据悉，本届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海南省文化
广电出版体育厅、儋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2014中国“双体”博览会评选

我省2项获全国十佳
本报海口12月9日讯（记者宗兆宣）2014中

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近日在安徽省芜湖
市结束。在体育精品项目推介活动中，我省有6
个项目入选，其中2项目获全国十佳。

其中，省文体厅荣获突出贡献奖和优秀组织
奖；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获评全国十佳景区，环
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获评全国十佳赛事；海口观
澜湖旅游度假区和琼海万泉河漂流景区荣获全国
重点体育旅游景区奖；琼海市自行车骑行线路荣
获全国重点体育旅游线路奖；环岛国际大帆船赛、
环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海南高尔夫公开赛荣获
全国重点体育赛事奖；蜈支洲岛旅游区潜水项目
荣获产业精品推介项目奖。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王黎
刚）“世航杯”第23届世界脑力锦标赛今
天在海口拉开战幕，来自世界各国和地
区的181名优秀脑力选手将在4天的比
赛中展开激烈角逐。

世界脑力锦标赛共有10个项目，分

别是“抽象图形”、“二进制数字”、“人名
和头像”、“马拉松数字”、“快速数字”、

“历史事件”、“口述数字（听记数字）”、
“马拉松扑克”、“随机单词”和“快速扑
克”。比如，多次世界冠军得主英国人
本·普里德摩尔可以在26.28秒时间里准

确无误地记住一副打乱的扑克牌顺序。
据悉，参加本届比赛的181名选手

中，103人来自中国，其余78人来自德
国、丹麦、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21
个国家和地区，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

世界脑力锦标赛是由“世界记忆之

父”托尼·博赞于1991年发起、由世界记
忆力运动委员会组织的世界最高级别的
脑力运动赛事，代表了国际性大脑思维
竞技赛事的最高水平。

中国首次涉足此项世界大赛是在
2003年吉隆坡的第13届锦标赛上。据

赛事组委会负责人介绍，虽然我国选手
参加这项大赛的时间不长，但成绩斐然，
先后涌现了郭传威、袁文魁、朱少敏为代
表的众多优秀选手和世界记忆大师。

本次比赛，中国选手郑爱强、董迅、
宋佩恒、倪梓强有望争夺奖杯。

世界脑力锦标赛在海口开赛

181名国内外高智商人比脑脑

新华社马德里12月9日电（报道
员谢宇智）皇家马德里书写新历史！在
9日晚欧冠小组赛战胜卢多戈雷茨后，
安切洛蒂领导的白衣军团以19连胜刷
新了西甲球队在各项赛事中的连胜纪
录。

此前这一纪录由里杰卡尔德时代
的巴塞罗那于 2005－2006 赛季创
造。当时加泰罗尼亚球队在连续13
场西甲、三场欧冠和两场国王杯中取

得18连胜。本赛季的皇家马德里虽
然开局不佳，在联赛中连续失分，却低
开高走，从今年9月中旬欧冠战胜巴塞
尔开始便一路高奏凯歌，至今已在11
场西甲、6场欧冠和两场国王杯中保持
全胜。连主帅安切洛蒂也直言：“在赛
季初输给马竞后，你根本想不到接下
来能拿到19连胜。”

目前皇马的纪录在西班牙已无人
匹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打破世

界足坛最长连胜纪录。该记录为24
场，由巴西球队库里提巴创造。

皇马若想打破这一纪录，不仅需
要在接下来联赛对阵阿尔梅里亚、巴
伦西亚和西班牙人队的比赛中取胜，
还需在即将进行的世俱杯中夺冠，此
外他们还可能于国王杯面临马德里竞
技带来的考验，后者正是最近一支让
皇马尝到失败滋味的球队，今年9月他
们曾在伯纳乌以2：1击败皇马。

本报万城12月10日电（记者苏庆明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曾觉）2014万宁
日月湾Gopro世界长板职业冲浪冠军赛
结束最后一天的争夺。澳大利亚的选手哈
雷·杰夺得男子组比赛冠军。本届比赛男
女冠军全部由澳大利亚选手获得。

冠军争夺战在哈雷·杰和巴西选手
菲利普之间展开。比赛中，菲利普共抓
到4道浪，得分最高的两道共计12.15

分。哈雷·杰抓到6道浪，其中最后两
个发挥最好，共得到15.2分，最终凭借
这两个浪实现翻盘，力压菲利普夺冠。

哈雷·杰首轮发挥不佳险遭淘汰，最
终凭着复活赛的良好发挥得以继续前
进。在冠军争夺战，他赢得较为惊险，中
国冲浪国家队助理教练李健豪说，如果
不是由于菲利普来不及完成最后一道
浪，结果还很难说。

万宁Gopro冲浪赛结束

澳洲选手获男子冠军

新华社西安12月10日电 2014三
星车险杯世界围棋大师赛决赛三番棋次
局比赛10日上午在西安曲江进行，有韩
国围棋“皇太子”之称的金志锡九段执黑
197手中盘击败卫冕冠军、中国棋手唐
韦星九段，以2：0的总比分拿下个人首
个世界大赛冠军。

赛后，一贯沉稳儒雅的金志锡说：
“我期待这样一个冠军已经很久了，今天
终于如愿以偿。不过对我来说最大的目
标，是将来在棋迷心中能有属于我的位
置。”这位25岁的韩国棋手说。

落败的唐韦星则坦言，连续两场失利
对他来说都有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内容。

“感觉我发挥出了正常水平，失利是由于
对手下得更好，我以后要继续努力。”

作为世界顶级围棋赛事，在三星杯

过去的18届比赛中，中国棋手曾五度问
鼎，而韩国棋手11次封王。随着金志锡
的夺魁，为期4个月的2014三星车险杯
世界围棋大师赛落下帷幕。

19连胜

金
志
锡

世界围棋大师赛决赛

韩国金志锡捧杯 10 日，
在欧冠比赛
中，皇马主
场以4比0
战胜卢多戈
雷茨队，以
全胜战绩晋
级16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