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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以往，夹在上年12月贺岁档
和新年春节档（一般在2月）之间的1月份，
是传统的影市淡季。比如2014年的1月
份，全国票房19.2亿元，在全年所有月份
里只高过真正淡季的3月份和9月份，排
在倒数第三的位置。但2015年1月份，我
国影市却迎来了开门红，月度票房达到
25.68亿元，同比增长34%，这一成绩比去
年12月贺岁档的24.65亿元还要高。

算上去年 12月 23日开始上映的
《智取威虎山》，1月份共有7部电影票房
过亿元。口碑颇佳的《智取威虎山》延长
映期，已映40天，累计票房8.74亿元，在
国产片里次于《泰囧》当年创下的12.55
亿元、《西游·降魔篇》当年创下的12.46
亿元、《心花路放》去年创下的11.67亿
元和《大闹天宫》去年春节创下的10.48
亿元，排名第五位。

国产片里热卖的还有喜剧电影
《重返20岁》和动画片《十万个
冷笑话》。前者由非明星的
80后导演陈正道执导，
24天累计票房3.53亿
元，成为又一个以小
博大的黑马范例。
后者主打成人观众
群，上映一个月票
房也有1.21亿元，
成了继《熊出没》
（2.47亿元）和《喜洋
洋》系列（前6部票房
分别为：8550万元、1.27
亿元、1.48亿元、1.6亿元、
1.24亿元、8715万元）后，第三
个票房过亿元的国产动画品牌。

还有一部不得不提的现象级电影

《奔跑吧！兄弟》。该片1月30日开画
首日票房即达7900万元，在国

产片首日票房排第九位。次
日票房再创新高，达到

8800 万元，2 天累计
1.67亿元，快赶上去
年春节档的《爸爸
去哪儿》的热度。
后者首日9520万
元，最终票房近 7
亿元。据观察，《奔
跑吧！兄弟》的主要

观众群是学生，寒假
上映正是绝好档期。
进口片方面，《霍比特

人3》9天票房达到5.33亿元，
摘得1月份进口片冠军。从北美和

全球来看，该系列票房都是一部不如一

部，和《指环王》系列正好相反。但在中
国，该系列的票房却是一部高过一部（前
两部分别为3.16亿元和4.68亿元）。截
至目前，《霍比特人3》仍有每日5000万元
的进账，预计最终票房可能冲到7亿元。

喜剧片《博物馆奇妙夜》系列三部分
别于2006年、2009年、2014年上映，北
美和全球票房分别是 2.51 亿美元和
5.74亿美元、1.77亿美元和4.13亿美元、
1.09亿美元和3.04亿美元，也是接连下
滑。但在中国，该系列前两部票房分别
是5800万元、1.21亿元，然而到了第三
部，则升至3.18亿元。

进口片与海外票房相比不断上涨，
一方面跟中国影市整体大盘上涨有关，
但也说明中国观众对系列品牌的忠诚度
要远高于北美及其他海外观众，后者可
能更看重影片本身的品质。 （哈麦）

郝海东挺儿进娱乐圈
本报讯 前国脚郝海东与名嘴黄健翔搭档解

说足球，让不少人也关注起了这个曾经的“亚洲第
一前锋”。近日，郝海东受访时公开表示，支持儿
子郝润泽进娱乐圈。

最近，郝海东的儿子郝润泽参加了浙江卫视
《我不是明星》，对此郝海东说：“如果他以后要进
演艺圈也没问题，只要他愿意我都支持。”而在尝
试过足球解说并获得不少正面评价后，郝海东也
表示：“只要大家喜欢，（足球解说）继续做下去也
没问题。”郝海东甚至表示，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愿
意像搭档黄健翔一样尝试娱乐主持。 （欣欣）

海口联合5城录春晚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卫小林）今晚的

海口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里洋溢着春节的喜庆气
氛——海口、青岛、大连、西安、哈尔滨、洛阳6城
市联合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美丽城市梦飞扬》在
这里激情录制。

记者现场看到，晚会在开场歌舞《六城同庆中
国年》的乐曲和舞姿中拉开帷幕。其后，陕派相声
名人苗阜、王声献上了相声《书文戏理》，为晚会带
来不少笑点，也凸显出西安广播电视台节目的亮
点；大连广播电视台选送的弗里德外国人乐队演出
的法语版《因为爱情》，令人耳目一新；洛阳广播电
视台带来的中国达人秀冠军、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
者表演的达人秀《消防水管吹气球》，为晚会呈现了
异样的惊人效果；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表演的小品
《候鸟》，体现了南北方城市之间的良性互动；青岛
广播电视台组织的2011年中国达人秀第三季冠军
潘倩倩演出的女声反串，也令现场观众陶醉其中；
而本土的海口广播电视台，则为观众献上了以三沙
边防军人为题材的音乐剧《南海情》、荣获第四届全
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金奖的舞蹈《太阳鸟》等节
目。最后，晚会在歌舞《让梦飞扬》中落下帷幕。

据悉，本台春晚将于春节期间在海口、青岛、
大连、西安、哈尔滨、洛阳6城市相继播出。

新华社北京2月 1日电 （记者
白瀛）导演黄百鸣1日在京宣布，古
天乐、张翰、林家栋、甄子丹、曾志伟
等主演的侦探喜剧电影《神探驾到》
将于6日起在全国上映。影片以“无
厘头”的风格，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两
个家族间因名利纠葛导致的荒诞离
奇案件。

黄百鸣介绍，片中，具有神奇技
能的超级侦探（古天乐饰）的到访让
一起不明原因的自杀案浮出水面，
富豪家族中的六个人均与死者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联，正在大家为谁是
真正的凶手争论不休时，侦探却离
奇消失……

黄百鸣说，《神探驾到》的剧情
可以用“一个死因不明的妙龄女子
，两个家族间的名利纠葛，六位狡

黠诡辩的嫌犯，最荒诞神探遭遇最
离奇案件，剪不断理还乱”来概括，
期待“无厘头”风格适合过年期间的
观影需求。

据介绍，古天乐放下帅气正面
形象，饰演假不正经、骗吃骗喝的贾
侦探；张翰饰演一个更加浮夸的富
二代，承包下整个房间的礼品；曾志
伟饰演一位极其小气的实业大亨，
虽家财万贯却遭儿子抱怨零花钱
10多年没涨……

古天乐说，自己饰演的神探虽然
神秘，却很搞笑，“这个神探不是通过
常规的途径破案，他办案的时候喜欢
拿着一本粉红色的少女日记，就像武
侠剧里的神奇秘籍一样，打扮也非常
时髦，所以我觉得他有一颗少年的
心，所以有一种错位的幽默。”

苏醒《三十未满》首唱
本报讯 1月30日，苏醒《三十未满》媒体见面会

暨首唱会在北京壹空间举行。现场，苏醒携说唱乐
团裂人帮将新专辑中的歌曲悉数演绎，嘻哈说唱炫
酷席卷，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十足劲爆的视听盛筵。

苏醒全新创作说唱专辑《三十未满》于去年
平安夜正式发行，近一个月来，苏醒一直忙于专
辑宣传和各地签售活动，马不停蹄，人气飙升。
苏醒去年自立门户做起老板后，这也是他首次以
老板身份携裂人帮亮相。裂人帮团员佳楠、鸡仔
正是苏醒新专辑中合作的新晋音乐人。他们在
当晚的首唱会上演唱了苏醒许多曲风华丽的歌
曲，气势瞬间引爆全场。 （欣欣）

本报讯 江苏卫视《超级战队》第
五期“明星队长”又现新阵容，除朱丹
外，奥运冠军杨威、偶像美男马天宇加
盟，马天宇的表现更获得网友称赞。

如果网球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
度朝你飞来，你有把握闪躲吗？来自澳
大利亚的安东尼能做到5秒钟击掌65
次以上，成了世界上反应最快的人！

首次亮相《超级战队》的马天宇相
当活跃，“身手很快”的他主动上台“求
虐”，与安东尼玩起拼速度的小游戏。
更让人惊奇的是，马天宇竟然能用流
利的英语与安东尼对话，要知道，在娱
乐圈里，有一口好英语对艺人来说真
的是很受人称赞的事，马天宇的表现
就获得了不少网友称赞。 （欣欣）

本报讯 由刘恺威、唐嫣等主演的
偶像剧《千金女贼》1月28日接档《何
以笙箫默》登陆江苏卫视，再启偶像剧
颜值追随热潮。

帅气戏好，爱妻顾家，刘恺威可谓
是演艺圈里不可多得的“好好先生”。
与当红女神杨幂王子公主般的爱情童
话、美满婚姻，令无数人艳羡不已。成
为小糯米的超级奶爸，曾在微博中转
发学习为女儿盘头发的图片，尽显爱
意。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担任“非

诚合伙人”期间，刘恺威更是三句话不
离杨幂。这样的生活形象，令观众也
对刘恺威亲切指数激增。

《千金女贼》中，刘恺威饰演的白
正擎是个霸道总裁，刘恺威说：“白正
擎处事手法比较极端，因为他的地
位，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得到的东
西。但他从来没有对任何女生动过
真情，因为觉得都是有目的的，直到
碰到了蒋心，这也使得刘恺威的荧屏
形象变得更温情。” （欣欣）

《千金女贼》刘恺威变温情

马天宇《超级战队》表现获赞

古天乐张翰林家栋甄子丹曾志伟合作

《神探驾到》讲述离奇案件

《《奔跑吧奔跑吧！！兄弟兄弟》》剧照剧照

《神探驾到》剧照

赛后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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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时间2月1日晚 头
号种子德约科维奇以3：1战胜英国名将
穆雷，第5度捧起了澳网冠军奖杯。赛
后在颁奖仪式上，穆雷给对手送去祝贺
的同时，也希望自己明年再回澳网能有
不一样的结果。而德约科维奇，祝福好
友穆雷和希尔斯能早生贵子。

虽然穆雷四度打进澳网决赛都没能
夺冠，但英国人还是给对手送去了祝贺，

“首先我要祝贺小德拿到了第五个澳网男
单冠军，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纪录，你表
现得很好，完全值得。我也想感谢来观看

比赛的观众，在这些大满贯比赛我得到了
许多支持，所以很感谢大家。也感谢我的
团队，虽然我们没能拿到冠军，不过相比
前几个月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明年
希望再来，结果能不一样。”

作为奶爸级的大满贯冠军得主，小
德也祝贺了穆雷和希尔斯的订婚，希望
两人能多生几个孩子，“感谢穆雷，你打
得很好，也要恭喜你和希尔斯订婚，希
望你们多生几个孩子，当了丈夫、父亲
后很多事会改变。也要感谢幕前幕后
的工作者。如果没有我的家庭和团队

的支持，这一切都
不可能，所以我
要感谢你们。为
了我能站在这
里，你们场上场
下 都 牺 牲 了 很
多。最后要感谢球
迷，今年的观众又破纪
录了，这是世界上最具影
响力的运动之一。很荣幸能
以五届澳网冠军站在这里，非常荣
耀。” （小新）

本报讯 北京时间2月1日晚，2015
年澳网男单决赛收拍子，头号种子塞尔
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以7：6（5）/6：7（4）/
6：3/6：0击败穆雷，夺得冠军。创纪录地

第五次赢得澳网冠军，成为公开赛年代
夺得澳网冠军最多的球员。这也是小德
他职业生涯的第八个大满贯奖杯。

在拿到澳网冠军后，小德的大满贯
冠军数量追平了康纳斯、伦德尔和阿加
西三位前辈，在大满贯冠军数上排名历
史第五位。

此次澳网夺冠，小德收获310万澳元
（约合人民币1500万元）的奖金与2000
的冠军积分。目前小德以11405分排名
世界第一，紧随其后的是9875分的费德
勒。由于在去年的澳网止步八强，因此小
德有着720分的保分压力，扣除需要捍卫
的分数，加上冠军积分2000分，等于小德

要净赚1280分！而另一方面，费德勒去
年澳网成绩是四强，今年则是爆冷止步第
三轮，这样换算的结果，瑞士天王还要
扣除630分。如此相比较，等于是
小德在积分榜上进一步拉开与
费德勒的差距，再次巩固世
界第一的宝座。 （小新）

小德创纪录五夺澳网冠军
收获1500万元奖金 巩固世界第一宝座

小德祝穆雷早生贵子

辛吉斯夺混双冠军
北京时间2月1日，在澳网混合

双打决赛中，七号种子辛吉斯/佩斯
以6：4/6：3完胜卫冕冠军梅拉德诺
维奇/内斯特，夺得冠军。这是“瑞士
公主”辛吉斯时隔九年后再度捧起
澳网混双奖杯。图为辛吉斯（左）和
佩斯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陵水国际羽毛球挑战赛收拍

中国队获四项冠军
本报椰林2月1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员陈

思国）历时五天的2015年中国（陵水）国际羽毛球
挑战赛于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落幕，中国队发挥
出色，获得五项比赛中四项的冠军。

共有国内外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此次比赛。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中国队乔斌获得男单冠军，
王懿律和张稳获得男双冠军，区冬妮和于小含获
得女双冠军，刘雨辰和于小含获得混双冠军。女
单冠军得主为日本选手奥原希望。

中国羽协有关负责人说，陵水羽毛球挑战赛的
举办不仅为选手们提供了互相切磋交流的平台，也
丰富了广大群众在春节前夕的体育文化生活。

海南跆拳道联赛开战
首战150多名运动员参赛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林永成）2015海南
“道艺”跆拳道争霸赛于2月1日在海南省高级体
育运动技术学校开赛，来自海口市的海南10家跆
拳道道场的代表队共150余名参赛。

本次比赛是2015年海南跆拳道联赛的首战。
比赛由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指导，海口豪
武艺体育休闲有限公司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动跆拳
道项目在海南的发展，提升全省青少年跆拳道技能
水平。比赛为竞技个人赛，进行男女各年龄组共30
个级别的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各级别奖励前三
名，并按海南跆拳道联赛赛制获取相应积分。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2015年海南跆拳道联赛将
进行6场淘汰赛、半决赛及决赛，最终决出各个级别
海南2015年度跆拳道联赛总冠军，并评选体育道德
风尚奖、最佳组织奖、优秀裁判员、教练员等奖项。

德约科维
奇在决赛中。

新华社发

本报讯 2 月 1 日晚，2014-2015
赛季常规赛落幕，季后赛八强球队和
对阵全部出炉。东莞队客场以 112：
104击败北京队，搭上季后赛末班车。
新疆队虽然以 129：103大胜佛山队，
但仍然以胜负关系名列第9无缘季后
赛。已稳获常规赛冠军的广东队未尽
全力，以119：125输给广厦队，26连胜
终结。

最终常规赛名次为：1、广东；2、辽
宁；3、青岛；4、北京；5、吉林；6、山西；7、
广厦；8、东莞；9、新疆；10、佛山；11、山
东；12、上海；13、天津；14、江苏、15、浙

江；16、福建；17、同曦；18、四川；19、八
一；20、重庆。

本赛季常规赛各项技术统计排行
榜的座次也最终尘埃落定。浙江队外
援迈克鲁姆以场均 39.4 分加冕得分
王。易建联以场均27.1分排在第17位，
他也是唯一进入得分榜前20的国内球
员。新疆队外援布拉彻以场均14.5个
篮板夺得篮板王。吉林队的琼斯以场
均8.3次助攻获助攻王。辽宁队外援哈
德森以场均3.3 次的抢断夺得了抢断
王。新疆队的周琦第一年打职业比赛
以场均3.3次夺得盖帽王。 （小文）

辽宁VS广厦

青岛VS山西

CBA常规赛收官

东莞队搭上季后赛末班车

注：比赛时间2月6日至15日，
每天打两场比赛。

CBA季后赛
首轮对阵

上半区
广东VS东莞

北京VS吉林

下半区

智运会国际象棋
海南选拔赛结束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王黎刚）由省文体厅
主办，省国际象棋协会和童星国际象棋俱乐部承办
的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会国际象棋海南选拔赛暨第
十二届“童星杯”青少年国际象棋冠军赛，今天结束。

来自全省几十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近300人
参加了比赛，其中年龄最大的棋手16岁，最小的5
岁。本次比赛分8个组，获得男子B、C、D、E、F组
冠军分别是左宗钰、刘丰源、王懋源、杨天笑和陈
延洲。获得女子B、C、D组冠军分别是李玉欣、张
妍妍和杨晨晨。本次比赛男子B、C组和女子B组
的棋手有资格参加选拔，候选人将集中训练，4月
份确定人数组建海南国际象棋代表队参加今年在
山东举办的第三届智力运动会国际象棋比赛。

本报讯 北京时间 2 月 1 日晚，
CCTV2014体坛风云人物颁奖盛典在
北京万事达中心举行。刚刚退役的网
球大满贯得主李娜获得最佳女运动员
奖和评委会大奖，游泳运动员宁泽涛获
最佳男运动员奖。

首先颁出的是年度最佳新人奖，中
国女排超新星袁心玥获奖。

第二个颁出的是未名人士体育精
神奖，这个奖项被昆明市五华区新萌学
校体育教师代建荣获得，。

田径男子4X100米接力队获得最
佳组合奖。

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获得年度残

疾人体育精神奖。
冬奥会速度滑冰冠军得主张虹获

年度突破奖。
极限马拉松选手陈盆滨战胜丁俊晖和

侯逸凡，获年度非奥项目最佳运动员奖。
李娜战胜张虹、周洋、叶诗文和姚金男

获得年度最佳女运动员奖。这是李娜继
2011年、2013年后，第三次获得这个奖项。

郎平获得年度最佳教练奖。
年度最佳男运动员的评选，广受广

大体育迷欢迎的“小鲜肉”宁泽涛最终
胜出。

中国女排获得最佳团队奖。
（红星）

CCTV体坛风云人物揭晓

李娜夺两项大奖

2015年全国电影市场开门红
1月票房25亿多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