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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骑行乐趣 领略沿途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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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车友嘉年华骑行活动圆满结束
就改成 125 公里了。
”
老公刘先生说。
有十多年骑行经验的海口资深骑
驴李有志盛赞这次活动线路设计科学
合理：一是线路选择以海口周边的乡道
为主，车辆较少，还能边骑边享受田园
风光。二是沿线有一定的起伏道路，通
过上下坡可以考验车友们的技术水平。
此次骑行，有一队“新马车友”吸引
不少人的目光。他们共 6 人，是来自马
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侨，祖籍海南文
昌。其中，来自马来西亚 63 岁的严崇祯
和 59 岁的严崇创兄弟俩，本是清明回海
南扫墓，获知此次活动后，毅然退掉了
回马来西亚的机票，留下来报名参加活
动。
“ 在乡道上骑行，又重新闻到熟悉的
猪粪牛粪味，很怀念。”严崇创的一句话
把大伙儿都逗乐了。
从骑楼老街到火山口地质公园，再
到西海岸会展中心，益骑中国组委会为
车友们精心设计了 200 公里、125 公里、
75 公里三条线路。组委会总负责人肖
楠说，希望通过这三条线路，将海口老
街、火山口、沿海的迷人风光一一串联
起来，让骑友们在骑行的同时，还尽情
领略海口周边的特色乡村风光，南渡江
的悠悠江水、火山口地质公园的奇特景
观以及西海岸带状公园的椰风海韵等
海口别样风情。

骑友们在乡间道路上骑行。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海口 4 月 12 日讯（记者王黎刚）
益骑中国·海口车友嘉年华骑行活动今
日在海口骑楼老街落幕。经过 5 个小时
25 分钟的骑行，广东湛江铁人三项运动
协会的陈恩来第一个完成了 200 公里的
骑行。8 分钟后，23 岁的车友李陶锐第
二个到达。下午 5 时左右，
参加 200 公里
最长距离的骑友们先后抵达了终点。
今天早晨 6 时，在霏霏细雨中，车友
们在海口骑楼老街集结，开始今天 75 公
里、125 公里和 200 公里的骑行挑战。
参加本次活动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支车队和俱乐部的近 2000 名骑友，其中
包括港澳地区车友以及来自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的华侨。开骑前，组委会的工
作人员在骑楼老街抽出手机大奖。来
自东方驿站的年轻小伙获得了小米 4 手
机，广东湛江的骑友杨先生则获得了一
部苹果 6。
随着一声发令枪响，近 2000 名自行
车运动爱好者从海口骑楼老街出发，开
始挑战自我的征程。在骑行过程中，偶
尔有你追我赶的场面，
但更多时候，
这些
来自国内外的骑友们则是在清新空气中
畅快骑行，
尽情享受海口的田园美景。
一对来自海口的夫妻骑双人自行
车参加活动，最终完成了 125 公里的挑
战。
“我本想挑战 200 公里，但考虑到她，

在海口骑行感觉好极了

香港骑友陈敏波：

在参加益骑中国·海口车友嘉年华
活动的 1300 多名骑友中，
不乏自行车达
人，来自香港的陈敏波就是其中的一
个。
“从秀英港骑行到五指山路的驻地，
一路上非常舒服啊，尤其是骑行在滨海
大道上的感觉好极了。如果能常常骑在
这样美丽的大道上，
那该多好啊。
”
他说。
陈敏波从事了 8 年的医疗器械供应
工作。2011 年，他首次接触骑自行车。
“那时候觉得自己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
态，
总是提不起精神，
总想找一种适合自

骑友们在海口骑楼老街留影。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200公里骑行挑战自我

琼海阿七哥夫妻：

关注

《益骑中国·海口车友嘉年华》

己的运动。游泳、徒步、登山都试过了，
着改装后的牛仔裤，运动马甲和短袖，
只有骑车对身体的关节影响比较小。
”
既可以骑车锻炼，也可以出去逛街。”说
“我觉得骑车时自己很舒服，可以
到高兴处，他挺挺自己的小肚子，扭扭
慢慢悠悠地骑行。”他说，为了自己的这
腰，
向我们展示他的品牌服装。
一份爱好，他在 3 年时间里收藏了 30
这是陈敏波第一次来海南骑行，
辆各式自行车，有时他还会去泰国、日
100 多公里的骑行尽管很累，但感觉不
本去收藏不同的自行车。
“ 因为每一辆
过瘾，他希望有机会环岛骑行，他说：
车都有不同的特色。”渐渐地，他发现专 “海南真的很美，我非常喜欢，希望它变
业服装也不能适应骑行爱好者的需求，
得更好。
”
于是他放下医疗器械的工作，自己着手
本报记者 王黎刚 黄敏
创办了一家骑行服装品牌。
“我现在，穿
（本报海口 4 月 12 日讯）

早晨 6 时 30 分出发，下午 5 时 30
分抵达目的地，200 公里的超长距离让
来自琼海的阿七哥夫妻骑了 11 个小
时。
“ 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挑战了自
我的极限。”到达终点后，阿七哥兴奋
地说。
与参加活动的众多省内外达人骑
友相比，只有一年骑龄的阿七哥夫妻俩
还属于“菜鸟”级别。但这对夫妻咬牙
坚持骑完了 200 公里的距离。
“ 我俩以
前从未骑过这么长的距离，参加活动
前，我俩还在商量是报名 200 公里还是

125 公里，最后，老婆拍板参加 200 公
里，
挑战自我的极限。
”
阿七哥说。
开骑后，夫妻俩相互鼓励和帮助，
骑累了俩人就休息几分钟，喝点水，缓
过劲后再骑。
“200 公里的距离对我俩
来说有点远，的确是个巨大的考验。”阿
七哥说。骑行到 130 多公里处，夫妻俩
也曾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不过，俩人还
是克服困难，
坚持骑到了终点。
看到别人骑车很快乐，阿七哥去
年开始尝试骑自行车。骑了几次后，
他便彻底喜欢上了这项运动。阿七哥

娱乐新闻

说：
“ 骑车既能让人快乐、放松，也能锻
炼身体，骑车一年来，我的身体状况越
来越好，不再患感冒了。”在他的影响
下，他的妻子也开始骑自行车了。
阿七哥说，作为海南本地骑友他感
到很幸福，海南的气候、道路和环境很
适合骑行。这次挑战 200 公里骑行成
功，让阿七哥信心大增。他说：
“我的下
一个目标就是和老婆环岛骑行，希望能
完成这个目标。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 4 月 12 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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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了今年大年初一创下的 42 万元的
我省单日最高票房纪录，全天预计将达
到 50 万元的票房，在海南电影票房书写
了又一纪录。
“史无前例地火爆！”海口中影南国
影城运营部经理告诉记者，
“没想到这部
电影比《变形金刚 4》还火爆，我们中影
南国 6 个厅全部放了点映场，全部满座，
本来也想放映第二轮，但我们何总说不
要把员工搞得太累，第二轮的点映才取
消了。”同样，
海口万达国际影城、金逸国
际影城等地的点映场也几乎场场爆满。

·

全国票房创下新高
记者登录电影票房数据库，得知《速
度与激情 7》仅今天零点点映场的全国
票房就超过了 5000 万元，今天正式上映
第一天，全国票房将达到 2.3 亿元，创下
了点映场票房成绩、首日上映票房成绩
两项新高。
这两项票房成绩最高的影片，是去
年 6 月底上映的好莱坞动作大片《变形
金刚 4》创下的，当时，
《变形金刚 4》点映
场票房超过了 2000 万元、上映首日票房
接近 2 亿元，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的历

首届中国·德州微电影艺术节闭幕

《爷爷的小戏文》获最佳影片奖
新华社济南 4 月 12 日电（记者
萧海川）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山
东省电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中
国·德州微电影艺术节 11 日在山东
德州闭幕。
《爷爷的小戏文》获最佳影
片奖，
《世界和我爱着你》获最佳公益
微电影奖。
据组委会介绍，经过前后近 3 个
月的征集，本届艺术节共收到参赛作
品 962 部。经过初评，有 158 部作品
最终入围，
进入到竞赛单元。

保罗 沃克在《速度与激情 》中的身影
7
《速度与激情 》7
剧照

“零点点映场，我们一共放映了 10
场，其中，IMAX 厅首轮百分百满座，第
二轮也仅剩 60 余张票，另外的 VIP 厅、
数字影厅也几乎全部满座”
，
海口中视国
际影城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据今天上
午统计，海口中视国际影城点映场总票
房接近 12 万元，刷新了我省零点点映场
电影票房纪录，并且在全国各地今天的
点映场票房成绩中名列前茅。
更可喜的是，到今天上午 10 点钟之
前，海口中视国际影城的日票房已经突
破了 40 万元，到上午 11 点钟左右又

为能充分反映时代脉搏与大众
审美需求，评委专家代表、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微视频专业委员会副秘
书长王永华表示，此次艺术节还特别
组织大众评委，邀请在校大学生、普
通市民参与到作品评选中。
获得评委会终身成就奖的演员
牛犇表示，微电影虽然名“微”，情节
却更为集中，对导演、演员、剧本的要
求更高，社会对微电影的重视程度也
在不断提升。

史纪录，
然而仅仅过去不到一年时间，
这
两项纪录均被同样是动作大片的《速度
与激情 7》刷新了。

看点不只速度激情
“太炫酷了！让人肾上腺素飙升！”
海口中视国际影城负责人告诉记者，她

在放映现场不断听到影迷这样评价《速
度与激情 7》，而且对该影城 IMAX3D
放映效果赞不绝口，速度与激情只是这
部影片的看点之二，
特技、豪车、动作、保
罗·沃克之死等也是观众喜欢的话题。
《速度与激情 7》开拍后经历了主角
保罗·沃克车祸身亡、停拍、修改剧本、复
拍等系列波折，然而上映后火爆超过预

期，
“ 前面几部有铺垫，所以影迷对它的
期待自然就高。
”
海口中影南国影城负责
人告诉记者，
高潮迭起的剧情，
除了演绎
出速度与激情两大主题外，观众还被影
片中
“飞机空投汽车”
、
“跳崖飙车逃生”
、
“飞车穿越迪拜塔”等惊险镜头吸引，一
系列视觉奇观的营造，让观众大呼过瘾，
这也是该片赢得观众的原因之一。

《奔跑吧兄弟2》全面升级
将在公益项目和明星阵容上突破

节目组欢迎新成员包贝尔（中）加盟

本报讯 在阔别了 3 个月之后，从去
年四季度起劲掀“奔跑风”的浙江卫视
《奔跑吧兄弟》第二季（简称《奔跑吧兄弟
2》）终于将在 4 月 17 日重磅回归！4 月
11 日，节目组在广州举行首场新闻发布
会，
“奔跑团”
7 兄弟全阵容亮相。
发布会上，节目总制片人、总导演俞
杭英透露，
《奔跑吧兄弟 2》将迎来全面
升级，将会有更多的大牌嘉宾、更多的国

NBA 西部联盟目前只剩下一个季后赛席位，
由鹈鹕和雷霆二抢一。两队目前都是 43 胜 36
负，鹈鹕凭互相交手战绩占优暂列第八，但在两队
各只剩下的三场比赛中，鹈鹕要对阵强敌火箭和
马刺，
看起来前景甚为凶险。
北京时间 13 日，
鹈鹕将做客战火箭，
此战对于
他们能否
“保八”
甚为关键，
甚至可能是具有决定性
意义的一场比赛。目前火箭、
马刺和灰熊之间只有
半个胜场差的距离，西南区头名的争夺异常激烈，
此战火箭肯定会全力争胜。鹈鹕上一场 90：75 击
败太阳，主将戴维斯因喉咙受伤一度退赛，好在伤
势并不严重，在关键的第四节重新出场。此外，霍
勒迪复出，
鹈鹕在关键时刻有新的活力注入。
鹈鹕还有两场比赛是对马刺和森林狼。赢森
林狼问题不大；正常来说很难赢马刺，不过与马刺
之战是在常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大势已定的
情况下，马刺未必会尽全力。如果鹈鹕后三战能
全部获胜，当然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
输球也未必完全没有机会，因为雷霆未必能拿下
步行者和开拓者，特别是目前列东部第 9 的步行
者，
也要为季后赛席位拼命。
■ 林永成

“海控杯”
小额贷款公司
乒乓球团体赛收拍
本报海口 4 月 12 日讯（记者陈怡）由海南省
信贷协会举办的
“海控杯”小额贷款公司乒乓球团
体赛今天在海口收拍，这次比赛共吸引 42 支小额
贷款公司代表队，
共计 300 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
海控小额贷款公司代表
队获得冠军，
兆南小额贷款公司、
信源小额贷款公司
代表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海建、
海红信、
衍宏、
亿达、
康大等五家小额贷款公司代表队获得优秀奖。
据悉，2010 年 4 月，海南省第一家小额贷款
公司成立，随后发展迅猛。至 2013 年 10 月末，已
开业 33 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32.5 亿
元，其中七成发起人为民营资本，已批设的小贷公
司范围扩大至 7 个市县，已然成为我省支农支小
的重要组成力量。

明星上《一站到底》答题

海口中视影城创我省点映场票房新纪录

海南点映场场爆满

鹈鹕能否保住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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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与激情7》火爆上映
本报海口 4 月 12 日讯 （记者卫小
林）好莱坞动作大片《速度与激情 7》今
天零点开始在我省与全国各地同步点
映，
海南各影院观众人气爆棚，
记者今天
从省内几大院线获悉，海口和三亚影院
人气最为火爆，不少影院所有影厅全部
开放仍不能满足观众需求，不得不开设
第二轮点映场，创下天亮才放完点映片
的奇迹。其中，海口中视国际影城两轮
放映票房收入近 12 万元，创下海南影院
点映场票房新纪录。

NBA西部季后赛席位二抢一

外主题和更多的全新游戏出现在节目
中。公益方面，在原有“公益跑鞋计划”
上，还将增加“奔跑 2015”阳光跑道公益
健行计划，联合扶贫基金会和微博打造
更强的公益正能量。备受大家期待的莫
过于 7 兄弟们的表现了，他们除了新成
员包贝尔外，上一季以躲藏和捡漏闻名
的“最弱成员”王祖蓝，这一季将实现大
逆袭，
从隐形者变成能力者。 （欣欣）

本报讯 4 月 13 日晚，江苏卫视《一站到底》
“星光之夜”将迎来热播剧《天使的城》8 位主创明
星答题，这也是《一站到底》全新改版后推出的首
次明星专场。
8 位明星分别是《天使的城》导演杨阳、著名
影星袁姗姗、袁弘、赵倩、宿宇杰、田征、姜晓冲、矢
野浩二，8 位主创将分成两队，其中导演杨阳带领
的队伍叫“滚石队”，袁姗姗带领的队伍叫“天使
队”，两支队伍星光璀璨，在这个灯光炫丽的全新
舞台上，每个明星都使出浑身解数，热血答题的同
时还频频爆料电视剧的拍摄花絮，给全场观众带
来了无限欢乐。
（欣欣）

《天使的城》热播
本报讯 都市暖心大戏《天使的城》正在江苏
卫视热播。剧中，李晨和马苏饰演了一对草根的
哥夫妻，两人
“能动手就不吵吵”的火爆互动，以及
接地气的家庭生活，
令观众看后感同身受。
李晨扮演的的哥李飞翔从小就是一个孤儿，
结婚后住在妻子陈爽家中，而刁钻的嫂子为了将
李晨夫妻俩赶出家门，独霸房产，上演了一出假怀
孕的戏码，
开启了一场家庭大战。
《天使的城》收视也喜人，随着电影《咱们结婚
吧》热映，再加上带来极高人气的综艺节目，如今
李晨的演艺事业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 （欣欣）

《为她而战》首播
本报讯 综艺节目《为她而战》日前首播，节
目中笑点、泪点、槽点不断，微博评论又炸开锅了。
节目一开始，作为战术大导空降的何炅，就用
机智的段子迅速抓住了观众的眼球，陆毅、鲍蕾，
蔡少芬、张晋，陶昕然、何建泽，李湘、王岳伦四对
夫妇先后上场，
不等坐稳，
就拉开了架势互撕。
在四项游戏中，拿老公下注，老婆们
“坑夫”不
断，而
“联盟”中的精打细算，畏惧出场时的拼命自
黑，
更看得粉丝们大呼过瘾。
（欣欣）

胡夏加盟《中国梦想秀》
本报讯 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日播版不仅
在追梦人选题上多点开花，梦想助力队伍也越来
越庞大。本周，
著名歌手胡夏即将加盟节目。
节目中，胡夏分享了他的梦想：
“成为一名赛
车手一直都是我最大的梦想，但现在我还没有能
力去实现。很希望可以有机会接下一个赛车手的
角色，
让我先在电视里过过瘾。
”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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