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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洛杉矶4月5日电（记者
张超群）已故美国影星保罗·沃克的遗
作《速度与激情7》本周末在北美火爆
开画，上映3天取得1.4亿美元、全球总
票房3.8亿美元的好成绩，一举进入北
美电影开画前十。

该片由环球影业出品，华裔导演温
子仁执导，影片延续前几部范·迪塞尔、
保罗·沃克及杰森·斯坦森的主演阵容，
故事延续上一集剧情，主要讲述斯坦森
饰演的反派哥哥为其弟报仇的故事。

主演保罗·沃克在影片拍摄过程中
因车祸去世，但因其生前已完成大部分
戏份，剩余部分由他的两个弟弟柯迪·
沃克和迦勒·沃克担当替身，并以电脑
成像方式构成保罗的体魄、脸和声音，
成为影片的一大看点。

该片本周末在北美4004家影院开
画，3天狂揽1.4亿美元，打破由《美国队
长2》创造的9500万美元的票房纪录，
成为北美历史上4月份开画收入最高的

影片。《速度与激情7》的首周票房较
2013 年上映的《速度与激情 6》高出
47％，成为该系列中票房最高的一部，
也创下环球影业影片的开画纪录。

《速度与激情7》全球热映
首周末3天全球票房达3.8亿美元

本报讯 因《心花路放》一举拿下
2014年内地电影票房冠军的著名导演
宁浩和华语电影票房最高纪录保持者
徐峥要再次强强联合了，这一次，他们
将联合打造动画大片《疯狂的年兽》。
日前，片方发布首款“燃爆新年”的概
念海报，宣布该片已经锁定年底的贺
岁档上映。

据介绍，因《心花路放》拿下2014
年国内电影票房冠军的著名导演宁
浩，再度出手是何作品一直备受瞩
目。不久前，徐峥筹备已久的《港囧》
先导预告片一曝光，便引发了业内外
轰动。眼下“年兽”登场，两位10亿票
房大导演又将再度合作，更加令人期
待了。

据悉，由宁浩担当制片人，徐峥
担任监制，曾任《疯狂的石头》特效导
演、长篇动画《智慧之城》总导演的张
扬执导的动画电影《疯狂的年兽》正
在制作中，该片聚合了目前中国电影

的最强制作阵容，首度将优质电影制
作理念全面融入到动画制作中，打造
真正的国产动画电影。至于《疯狂的
年兽》的内容，片方不想提前剧透，只
表示应时应景，将用爆笑、温暖、当代
的表现方式，将传说中的年兽搬上大
银幕。

《疯狂的年兽》首发的“燃爆新年”
概念海报，以年兽点燃爆竹为设计主
题。红色的整体调性让人倍感新年的
喜气欢乐，躲在巨型鞭炮后的年兽只
神神秘秘地伸出一手一脚，引人猜
想。年兽的颜值如何？鞭炮点燃后又
将引爆怎样的疯狂？好奇心爆棚的影
迷只能拭目以待了。

在刚结束不久的2014年至2015
年贺岁档中，内地有多部大片同期上
映，票房角逐异常激烈，但总体票房成
绩不降反升，这也引发了《疯狂的年兽》
定档2015年至2016年贺岁档的更大
期待，说明宁浩、徐峥对影市的野心更

大，对这部作品的信心也更强。
谈及为何在《心花路放》大获成功

之后，去选择一部动画电影继续合作？
宁浩、徐峥两位票房大导演一致认为，
以往上映的华语动画电影目标受
众大多集中于低年龄层，故
事情节、整体画风普遍
偏于低幼化，很难像
好莱坞动画一样做
到兼顾孩子与成
人的观影感受。
而“年兽”的横空
出世，将改变中
国观众对国产
动画电影的认
知。徐峥更直白
地表示：“《疯狂的
年兽》将打破局限，
成为中国最酷、最欢
乐、也最温暖的合家欢
动画电影。” （欣欣）

《爸爸去哪儿3》筹备
本报讯 湖南卫视旗下最具吸金力的当家节目

《爸爸去哪儿》正在筹备第三季，4月8日剧组将在长
沙召开招商会，已经吸引了众多商家蜂拥而至。

节目监制谢涤葵和第三季制片人单丹霞透
露，随着《爸爸去哪儿2》在新西兰的美景中收官，
很多观众都在期待第三季来临，单丹霞表示，已带
领团队接触了国内很多爸爸级男星和他们的孩
子，如张嘉译、韩寒、刘烨、邓超、吴秀波等呼声很
高的一线星爸，将有想不到的惊喜阵容。（欣欣）

何炅参与《为她而战》
本报讯 3月31日，江苏卫视《为她而战》完

成首期录制，何炅出现在录制现场更与李湘合体
的照片引发网友讨论，何炅要干什么？原来他是
该节目的老板、导演和特约嘉宾，身份多重。

《为她而战》方面日前首次正式回应网友，称
何炅此次是首次带着导演等多重身份前来的，他
在节目中不仅担任特约嘉宾，要常驻12期，而且
在台上还肩负着多重使命，更作为制作方老板投
资了该节目，他是带领团队深度参与节目制作的
人。此次加盟《为她而战》，何炅将会进行全新的
尝试与突破。 （欣欣）

高空答题引发安全担忧
本报讯 自从江苏卫视《芝麻开门》全新改版

以后，有一个“利器”在网上网下引发出一片吵闹
声，那就是《芝麻开门》节目让选手站在高悬的龙
门架上答题，这引发了是否安全的争议。

针对龙门架是否安全的问题，为了消除网友
的顾虑，主持人彭宇这次要亲自用“命”来主持，他
站在10多米高的龙门架上说：“我这是以身作则
地告诉大家，在龙门架上答题是绝对安全的。”

其实，选手在上龙门架答题之前，早已做好了
全方位的安全措施，龙门架通过倾斜来考验选手
的胆量和体力，这也是节目改版以后对选手全方
面的考验。 （欣欣）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为了配合
“海南三宝·吉祥三宝”文化资产包3月
28日在北京文交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文交所）上市交易，推动海南文化
产品品牌建设和发展，由海南御芝通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冠名主办的海南三宝
形象代言人大赛日前正式启动，海南分
赛区比赛也在同日启动。

据介绍，海南三宝形象代言人大赛
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内地各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将设分赛区，今年是首
届比赛，以后计划每年举办一届，首届
比赛将于2016年春节前落幕。

记者了解到，大赛将分老年、中年、
青年、少年四个组别举行，每个组别都
将举行才艺比赛和“海南三宝·吉祥三
宝”相关知识问答，大赛设丰富的奖品
和奖金，获奖选手将有机会参加以海南
三宝为题材的电影拍摄活动。大赛最
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如此大规模的赛事

活动，将海南三宝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传
递到全国各地，让海南三宝成为家喻户
晓的海南标签。

据悉，“海南三宝·吉祥三宝”文化
资产包由海南灵芝、黄花梨、砗磲龙宫
玉玺组成，融艺术品收藏、保健和保值
增值为一体，3月28日在文交所开始
进行内部认购，5月8日至18日挂牌申
购，共发行2000份，总市值1177.6万
元。文交所是由国家财政部、文化部、
银监会等17部委批准成立的一家文化
艺术产品上市交易机构，类似证券交易
所，但交易板块更加宽泛，设有艺术产
品板块、教育培训板块、影视传媒板块、
音乐制作板块、传统文化板块6大板
块，目前已成功发行数十个文化资产
包，均受市场热烈欢迎，交易十分活
跃。海南相关企业已在文交所发行了
《电影大师》、“龙宫果盘”、“海南三宝·
吉祥三宝”等6个资产包。

宁浩徐峥试水动画电影

《疯狂的年兽》盯上贺岁档

海南三宝形象代言人大赛启动

吉克隽逸为“女王”献声
本报讯 由伊能静导演的电影处女作《我是女

王》（简称“女王”）将于4月16日全国上映，4月6
日，片方曝光该片由吉克隽逸为影片主题曲献声。

据介绍，该片集合了中韩著名艺人宋慧乔、
窦骁、陈乔恩、杨祐宁、邬君梅、姜武、郑元畅、秦
昊、伊能静等群星出演。片中主题曲《我是女
王》与电影同名，由吉克隽逸演唱，导演伊能静
亲自填词，曲风是流行摇滚风格，大胆为新时代
女性潇洒发声，诠释“不顾一切走过，没有遗憾
曾爱过”的电影主题。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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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疯狂的年兽》首款海报

⬅为《疯狂的年兽》“撑腰”的宁浩（左）和徐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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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联赛小组赛第4轮本周中进
行，中超四队再次携手出击，前三轮3
连胜的恒大与国安有望提前出线；而
3战仅积3分的富力和鲁能则要抢分
以保住出线希望。7日，广州双雄恒
大和富力将首先出战。

7日晚，恒大将客场对阵鹿岛鹿
角。小组赛前3轮，恒大3连胜积9
分，西悉尼流浪者与首尔FC同为4
分，鹿岛鹿角3连败0分。此战恒大
若能取胜，有望提前出线；如果能拿
分，最终出线的希望也非常大。

恒大亚冠前景一片大好，但近况
则令人有点担忧。在上周末的联赛
中，他们爆冷1：2输给了上赛季还在
苦苦保级的河南建业，遭遇新赛季首
败。在新赛季双线7战几乎场场失
球，共丢10球，防线问题不小。此战

客场对阵鹿岛鹿角，恒大最令人关注
的首先是防守端；此外，中前场能否提
升组织和控制的效果，前3轮小组赛
已打入6球的高拉特能否延续火力等
等，也值得关注。此战郑智有望复出，
曾诚也已恢复训练，这些对恒大是利
好消息。

鹿岛鹿角在新赛季开季双线遭遇
5连败后，近两轮J联赛1平1胜，状态
有所回升。理论上还未彻底出局的鹿
岛鹿角此战肯定会全力投入积极争胜。

当晚，富力将赴韩国对阵城南
FC。小组赛首轮富力客场2：0痛斩
大阪钢巴，但此后的两轮在主场接连
负于武里南联与城南FC。小组赛3
轮过后，武里南联与城南FC分积7分
和6分，富力积3分，大阪钢巴仅积1
分。富力要想出线，此战须全力争

胜。上周末中超联赛，富力主场4：0
大胜人和，终于止住连败的颓势，而且
这场胜利提升了球队打好亚冠比赛的
信心。

但富力此战的对手城南FC队并
不是好捏的柿子，他们最近6次面对
中超球队取得5胜1平的不败战绩，
其中包括三周前在广州1：0小胜富
力；在上周六的国内联赛中，他们在先
失一球的情况下连进四球最终4：1逆
转大田市民队。

富力韩国外援张贤秀在主场对城
南FC一战中领到红牌并受伤，他的
缺阵对富力会带来一定影响。对于这
场关键的比赛，富力主教练孔特拉表
示：“对于阵容我不会做太大轮换，我
们会把这场亚冠比赛当成决赛来打。”

■ 林永成

亚冠小组赛第四轮今日打响 广州双雄率先出击

恒恒大大出线在望 富力尚有生机

■ 阿成

迈阿密大师赛决赛前，不少专家预
测穆雷很有希望击败德约科维奇夺冠，
理由是小德在此次比赛中似乎状态有
所回落失误增多，而穆雷手感火热士气
正旺。

决赛前两盘似乎在验证专家的预
言。尽管首盘穆雷两次错失先破发的
好局，并在抢七中遗憾落败，但第二盘
最后一局的强势破发取胜，似乎宣告穆
雷重新振作迈向胜利。然而，局势毫无
征兆地就此急转而下，决胜盘穆雷突然
疲软拖沓，像一个打蔫的茄子，毫无生
气歪歪扭扭地吞蛋落败。这情形像极
了年初的澳网决赛，穆雷在与小德鏖战
三盘后，毫无征兆地突然崩盘，也是吞
蛋落败。

从直播画面上看，决胜盘穆雷的身
体语言都在表明他已体力不支，那些莫
名其妙的失误看起来都是体能不济的

缘故。问题是，就算真的遇到体能问
题，他有必要如此夸张地表现出来吗？
不得不说，这种做法是竞技场上的大
忌。一方面，此举把弱点暴露给对手，
助涨对手的信心并让对手采取相应的
战术；另一方面，这些消极的身体语言
和心里暗示对自己也很不利，你自己觉
得“我累了”，可能会越来越累，此外，也
不能让自己专注于比赛。也许穆雷想
告诉观众，他不是输在技术，而是体能，
但这种缺乏斗志和意志力的表现，恐怕
很难博得观众的同情。

在比赛中有太多消极的身体语言，
是穆雷的老毛病。早就有人对此提出
批评，他也试图做出改变。但本性难
移，一到关键时刻，穆雷就被“打回原
形”。 不过，这些身体语言也展示出穆
雷诚实率真的个性，特别在小德的“陪
衬”下。又想起年初的澳网决赛，小德
的身体语言“表明”他是率先体能不支
的一方，但他很快就生龙活虎横扫穆

雷，气得穆雷赛后不顾多年情谊，指责
小德“诈累”做人不地道。

穆雷被“打回原形”的不只是那些
别扭的身体语言，还有技战术。此次决
赛一开场，对阵小德六连败的穆雷显然
有备而来有所改变，他加快击球节奏，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惜的是，这种
快节奏的打法不能贯穿始终，一遇到阻
力，他就回归到一贯慢节奏求稳的打
法。其实就原有打法的技战术含量而
言，穆雷不见得输给小德，但反复拉锯
最终落到比拼体能，穆雷就拼不过了。
如果穆雷今后不打算与小德拼体能，何
不就此下定决心，彻底向高风险高回报
的快节奏打法转变。

此外，网前技术不过关，也是穆雷
此战不能扩大优势并把比赛导向胜利
的一大原因。据说穆雷要请比约克曼
加盟其教练团队，此
举也许能助他提高
网前技术。但显然，
穆雷最需要改进和
提高的还不是技战
术，而是心理素质和
意志品质。

穆雷又被“打回原形”

北京时间4月6日凌晨，在ATP迈阿密大师
赛决赛中，头号种子、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以7：6
（3）/4：6/6：0击败穆雷，职业生涯第五次在迈阿
密夺冠，并创纪录地第三次背靠背连夺春季北美
两项大师赛冠军。图为小德赛后在迈阿密克兰
登公园的海滩上拍摄冠军写真。 小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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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阿密大师赛
小德五度封王

亚冠直播
4月6日，广州恒大队

在日本茨城进行赛前训
练，备战将于7日与鹿岛
鹿角队的小组赛。图为主
教练卡纳瓦罗训练中秀脚
法。 新华社发

卡纳瓦罗秀脚法

（CCTV-5直播）

今日18：00
广州恒大VS鹿岛鹿角

20：00
广州富力VS城南FC

34支球队参加
省中运会篮球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
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主办，海南省学生体育协会、
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承办的2015年海南
省中学生运动会篮球赛暨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篮球
联赛9日在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篮球场举行。

本次比赛设男子组和女子组，来自海口、琼
海、文昌、三亚、儋州、昌江等全省各市县中学、直
属中学、高校附属中学等24个代表队的运动员、
教练员和领队共490人参加，其中男子项目代表
队23支，女子项目代表队11支，参赛队伍和人数
是历届比赛之最。

省中学生运动会乒乓球赛、羽毛球赛等一系
列赛事将陆续举行。

NBA常规赛

马刺终止勇士12连胜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5日电 伦纳德在5日

的NBA常规赛中再次拿下了生涯最高的26分，
帮助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以107：92击退金州勇士
队，取得7连胜，同时让对手的12连胜就此打住。

马刺队还保持了一项纪录，那就是自1997年
至今，已经取得了在主场对阵勇士队的32连胜。
而1997年，恰好是邓肯加盟球队的前一个赛季。

虽然如今已不在巅峰状态，老将邓肯本场还
是拿下了19分，队友格林贡献了18分。近期势
头强劲的勇士队一度落后28分之多，比赛早早失
去悬念。勇士队的库里拿到24分，汤普森被压制
得只得到6分。

其他比赛中，火箭以115：112在险胜雷霆，
骑士99：94击退公牛，步行者112：89胜热火，尼
克斯101：91胜76人，爵士101：95国王队，快船
106：78大胜湖人。

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

中国棋手宋容慧四连胜
据新华社南京4月6日电（记者王恒志）第五

届“黄龙士双登杯”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6日在江
苏姜堰战罢第九局，中国棋手宋容慧执白中盘击
败日本主帅谢依旻，豪取四连胜。至此，日本五名
参赛棋手在本次比赛中一局未胜全部出局。

在此前的比赛中，韩国先锋吴政娥上手一波
五连胜，随后宋容慧击败吴政娥，迎来一波三连
胜，上一场更是逆转击败近来风头正劲、位列韩国
女子围棋联赛多胜榜第一的吴侑珍。

目前，中国队和韩国队均剩三人，日本队仅剩
主将谢依旻一人。7日韩国队将派出金彩瑛攻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