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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省文体厅主办的2015年海
南省文化惠民直通车，今晚开进海
口市第一职业中学校区，用17个精
彩节目吸引了千余名学生观众。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台演出以“激情·狂欢”为主题，晚会
组织者为年轻学子们准备了多种样
式的文艺节目，如魔术《奇迹》、相声
《男朋友，女朋友》、时尚舞蹈《茉莉
花》、歌伴舞《共圆中国梦》、独唱《后
会无期》《饿狼传说》、拉丁舞《拐角
遇见爱》、二胡独奏《赛马》、舞蹈《绳

之物语》《百老汇之夜》、钢管舞
《飞》、情景剧《小薇》等，长达2小时
的演出不知不觉很快就过去了，节
目受到学生观众热烈欢迎。

据了解，由省文体厅社会文化
处具体负责的文化惠民直通车活动
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在全省农村
和基层巡回演出近20场，所到之处
深受基层观众热情欢迎，经过去年
对演出节目和风格样式进行的多次
大胆探索，2015年将进一步改版升
级演出内容和节目样式，争取为基
层群众送去更多文艺精品。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吴京主演的动作电影《杀破狼2》
和由孙红雷、董子健、周冬雨主演的青
春片《少年班》，分别于昨天和今天上午
在海口中影南国影城首映，海南院线业
内人士及媒体观众参与看片。

3D动作片《杀破狼 2》云集了吴
京、张晋和泰国动作明星托尼贾，是一
部既有激情动作戏更有细腻感情描写
的热情大片。该片叙述吴京饰演的卧
底警探与托尼贾饰演的狱警本应是一
种对立关系，然而因卧底行动失败，吴
京被囚于器官买卖集团的非法监狱，受
命看管的托尼贾因同情吴京自己也身
陷囹圄，吴京单人打入匪窟，托尼贾也
得知吴京就是可以向他患有血癌的女

儿提供帮助的骨髓捐赠者后，二人联合
上演了一出携手突围的热血兄弟情。

《少年班》是董子健继处女作《青春
派》之后主演的第二部青春题材影片，
董子健也从当年的高中生，很快蜕变成
了如今的人气颇高的年轻电影新秀。
在《少年班》里，董子健饰演的平凡少年
吴未，依然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影
片讲述吴未混进天才少年班后，在经历
了各种纠结和挣扎之后，最终终于重新
找回了自己的故事。在海口试映结束
后，不少观众表示，董子健饰演的这个
角色反映了“平凡的大多数”，该片也将
会因此受到影迷的强力关注。

据悉，《杀破狼2》将于6月18日上
映，《少年班》将于6月19日上映。

《杀破狼2》《少年班》海口首映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
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中
联华盟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出品，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
公司发行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百
团大战》正在紧锣密鼓地热拍之中，片
方6月16日在上海宣布，该片将于9月
1日在国内各大城市隆重公映。

据介绍，电影《百团大战》由中共中央
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牵头，是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的重点影片。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
难度大，全体剧组人员攻坚克难，剧本创
作和摄制筹备两条战线同步展开，全力推
进，力争6月杀青同时立即转入后期制
作，确保9月1日全国同步上映。

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
众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进行的一次
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战役。这场战争
影响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首
先是牵制住了日本兵力，同时，中国的

大胆出手，也影响到其他国家勇于在东
南亚战场、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强势
出击，正面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的到来。

据了解，《百团大战》由操刀过《建
国大业》、《建党伟业》两部大片的著名
编剧董哲主笔编剧，全片云集了唐国
强、王伍福、陶泽如、刘之冰、印小天、吴

越等数十位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参加演
出，其中，唐国强、王伍福将再次分别饰演
毛泽东、朱德两位领导人。该片导演之一
的宁海强，曾执导过电影《弹道无痕》、《歼
十出击》、电视剧《新四军》等众多获奖作
品。导演之一的张玉中，曾执导过《忠诚与
背叛》、《风云1927》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作品。他们表示，与以往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影片相比，《百团大战》这部影片中有许
多丰富的感情色彩，剧中人物之间有着复
杂又微妙的感情。在大的战争格局下，彭
德怀和左权之间、下面几个人物之间各种
感情的分分和和，都是突发性的，突然的相
见，突然的分离，而且都是生死之交，这种
在影片中呈现出的战争背景下的深刻情
感，与现在银幕上出现的年轻人之间的情

感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难得的纯真。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曾成功运

作《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两部大片，
并且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
收。此次再度聚集行业精尖，以及《建
国大业》和《建党伟业》原班人马助阵
《百团大战》，旨在再创主旋律电影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钟新）

《道士下山》曝海报
本报讯 陈凯歌新电影《道士下山》定于7月3日

上映，片方目前正式曝光了影片的全阵容版终极海报。
在全阵容版终极海报上，王宝强、郭富城、张

震、林志玲、范伟、吴建豪、董琦六位主演携手亮
相。为了更好地展现影片故事中红尘世界里的人
物布局，按照片中角色情感关联划分为三组阵
容。居中一组为既曾奋战在同一战壕的“城震组
合”郭富城、张震，右侧一组为林志玲饰演的玉珍、
范伟饰演的医科大夫崔道宁夫妇，左侧一组为王
宝强饰演的小道士何安下，以及董琦饰演的倚坐
在自行车后架上的神秘红衣女。 （欣欣）

《星厨驾到》争四强
本报讯 上周，由于星厨们在最后一轮发挥

出色，美食评委临时更改赛制，所有选手全部晋
级。本周，刺刀见红时刻来临，五位星厨将一对一
正面较量，胜者直接晋级全国四强。

本周亮相的五位星厨包括张亮、叶一茜、王
琳、辛柏青和阿雅，他们将向全国四强宝座发起冲
击。为了全方位增加四强争夺战的可看性，本周
节目将采取一对一PK赛制，胜者直接晋级，败者
立刻进入下一轮PK赛。 （欣欣）

《夏洛特烦恼》定档
本报讯 由开心麻花、新丽电影和腾讯视频联

合出品，闫非、彭大魔执导，沈腾、马丽领衔主演的爆
笑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将于8月27日爆笑上映。

近日，片方重磅推出了课桌海报与老清新预
告片。海报中的校园元素不仅清新感十足，更自
带青春俏皮属性，而预告片也让观众看到了众多
演员的高水准喜剧演出，令人捧腹之余，更有意想
不到的连连惊喜，不禁让人对影片充满期待。

影片改编自拥有百万粉丝的开心麻花同名经
典舞台剧《夏洛特烦恼》，讲述了由沈腾主演的男
主角在大闹初恋婚礼后意外重返青春并最终领悟
人生、找回真爱的故事。 （欣欣）

何洁参加《为她而战》
本报讯 江苏卫视明星夫妻博弈挑战秀《为

她而战》上周结束了本季全部录制，何洁、赫子铭
夫妇再度加盟。

录制现场，何洁公开宣布已怀孕4个月，孕期
辣妈何洁成了全场“重点保护对象”。而录制项目
都在水上进行，不会游泳的“旱鸭子”赫子铭几度
落水，这吓坏了何洁。大胆妈妈何洁带孕上阵，这
当然令她的老公担心重重，号称“遮阳暖男”的赫
子铭，誓将“挺老婆”坚持到底。 （欣欣）

文化惠民直通车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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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舟公开赛
海南澄迈站明天开赛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林永成 通讯员
张冬妮）2015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海南·澄迈站）
将于6月18日至19日在澄迈县金江镇南渡江中
国龙舟活动基地举行。全国顶尖的12支精英龙
舟代表队将参加水平最高的公开A组的角逐。

本次比赛将有24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项目分
为公开A组标准龙舟200米、500米直道竞速、
5000米绕标赛，公开B组标准龙舟200米、500米
直道竞速赛。赛事总奖金达70万元，其中公开A
组冠军12万元、亚军9万元、季军7万元；公开B组
冠军5万元、亚军4万元、季军3万元。比赛将于
18日上午8：30举行开幕式暨蛟龙点睛活动，9：00
正式开始比赛；19日上午11：00举行颁奖仪式。

为了确保赛事成功举办，赛事组委会精心筹
备赛事各项工作，王老吉等企业纷纷赞助赛事，为
本次龙舟赛“护航”。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
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龙舟协会、海南省文体厅、
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
心、海南省澄迈县文体局承办。

海南7人制草根足球联赛

企业组产生四强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

“江苏省建”2015海南首届7人制草根足球联赛企
业组日前产生了4强。东北群队、新中源FC队、路
华石油68队和麦田优品队淘汰各自对手闯进四强。

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东北群队以4：2战胜志
合队。赛前被看好的海南联合建工队被“黑马”新中
源FC队2：0淘汰出局。路华石油68队以5：4击败
老男孩队。定安麦田优品队以3：0完胜远航队。

半决赛为东北群队对阵新中源FC队和路华
石油68队对阵定安麦田优品队。

■ 阿成
在女足世界杯A组首轮比赛中，中

国队补时阶段遭争议点球绝杀，0：1不
敌东道主加拿大。还好
中国女足很快忘了这场
比赛的不快，全心投入以
后的比赛。第二场，中国
队 临 近 终 场 前 绝 杀 荷
兰。最后一战对阵新西
兰的生死战，0：1 落后的
中国女足获得点球扳平

比分，从慢镜回放上看，这是一个误判，
比首轮中国队遭受的点球更冤。出来
混总是有还的，我想说的是，中国女足
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至于争议点球，那

是裁判的事，都需要尊重判罚。
抛开争议点球不论，与新西兰之

战，中国队的表现配得上平局，从场面
上看大体均势，得分机会也差不多。当
然，中国女足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
比如上半场有些拘谨，让身高马大的对
手占了优势；比如下半场领先后防守有
些松乱，让对手很快追平了比分。没能
如赛前期盼的拿下本小组排名最低、以
往胜少负多的新西兰，看来中国女足对
于身高体壮的球队有些犯怵，特别是惧
怕对手高空球冲击的粗暴打法。

其实女足运动经过多年的发展，也
已上升到技术为王的正道，身高马大并
不能为所欲为，挪威等力量型球队的滑

坡，日本、巴西等技术型球队的崛起，便
是明证。至于德国、美国等称霸多年，则
是兼具身体力量和精湛有效的技战术。
中国女足还有点害怕高大型球队的冲
击，主要是技战术还没练到家，配合没有
日本队默契，技术不比巴西姑娘细腻。

中国女足最值得称道的是心理或
者说精神。在打平基本上可以保证出
线的关键之战中，敢于提出“全力争胜
不保平”的口号。最重要的是，中国女
足做到了，在比分领先以及明知道打平
也能出线的局面下，她们也没有求稳退
守，更没有因为心理波动导致发挥失常
的情形发生。在心理方面，中国女足要
比屡屡战平可出线却遭淘汰的中国男

足强很多。至于最终战成平局没能如
愿取胜新西兰，我愿意理解为“取法乎
上，得乎其中”，中国女足积极进取全力
争胜，赢得出线的美好结果。

与许多老一辈女足队员“被踢球”
不同，新一代中国女足队员更多的是因
为喜欢足球而选择了足球，因此我们看
到了她们踢球时的轻松和快乐。这支
中国女足平均年龄只有23.5岁，是世界
杯上的年轻队伍。开朗的性格，开放的
心态，年轻的玫瑰朝气逼人。这支中国
女足还不成熟，实力与世界顶级强队还
有不小差距，她们在本届世界杯上也许
走不了太远，但她们有很大的上升空
间。新一代中国女足以开放的胸怀和
开阔的视野投入现
代足球的竞争，我
们有理由期待，开
放的玫瑰拥有美好
的未来。

据新华社加拿大温尼伯
6月 14 日电 （记者王浩明
公兵 马邦杰）落后、扳平、反
超、被扳平——在女足世界

杯A组生死战的94分钟里，让人窒息
的高压数次向年轻的中国女足袭来，但
姑娘们没有被击倒，2：2顽强战平新西
兰队获得小组第二，昂首挺进16强。

新西兰队必须赢球才有出线可能，
而中国队打平才基本上可确保出线。中

国队没有保守，开场后就全力投入进攻。
顶住中国队的三板斧后，新西兰队

用凶狠的逼抢绞杀中国队中场，并强攻
左路，中国队陷入全面被动。第28分
钟，新西兰队开出角球，斯托特后门柱
大力抽射破门。

落后的中国队并不急躁，高位逼抢重
现江湖，并掌控了场上局面。第41分钟，
王丽思挑传，哈西特挡球时伸开手臂，被
裁判处以极刑。王丽思大力右脚抽射，球

如出膛的炮弹一样直奔球门左角。中国
队在上半场结束前将比分扳为1：1平。

顶过了上半场最艰难阶段的中国
队渐渐找到感觉。第60分钟，一连串
配合后，吴海燕右路传中，王珊珊头球
破门，中国队2：1反超。

第64分钟，新西兰队左路传中，赫
恩右门柱头球摆渡，威尔金森中路凌空
钩射破门，比分变为2：2平。

“我们虽然平了就可以出线，但我

们没有保平的想法，要全取三分，球员
都尽力了，重压之下取得小组出线非常
不错，我们队员做得非常好。”赛后，代
替郝伟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中国队助理
教练常卫巍说。

小组赛中国队 1胜 1平 1负积 4
分，进球数力压同分的荷兰队，以小组
第二直接晋级。她们的八分之一决赛
对手将是C组第二名，将在瑞士和喀麦
隆队之间产生。

开放的玫瑰拥抱明天

中国女足战平新西兰进十六强女足
世界杯

本报讯 6月16日晚，中国男足在
2018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小组赛
首场比赛中，客场以6：0击败不丹队，以
一场大胜开启世预赛之旅。

作为C组种子队，现世界排名第79
位的中国队在小组赛首轮轮空，而不丹
队在首轮赛事中客场0：7负于中国香港

队。不丹队是在资格赛中凭借两回合
连胜斯里兰卡的表现获得40强参赛资
格的，而此前，从没有国际A级赛事赢
球经历的不丹队世界排名第209位（垫
底），两胜斯里兰卡后不丹的世界排名
提升到第159位。

在不丹首都廷布体育场进行的这

场比赛对不丹来说有着创历史的意义，
主场球迷兴奋地为业余球员组成的不
丹队加油助威。也有中国球迷在现场
打出了“挺进俄罗斯”的横幅。舆论认
为廷布近2500米的海拔高度与人造草
皮会对中国队造成一定影响，但开场后
中国队就顺利确立了场面优势。

不过场面明显占优的中国队直到
半场补时最后时刻才由杨旭打破僵
局。下半场杨旭再入两球上演帽子戏
法，于大宝梅开二度，武磊也收获入
球。 （小新）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小组赛

国足6：0大胜不丹开门红

中国队球员杨旭（前）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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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预赛亚洲区爆大冷

日本主场0：0平新加坡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16日，在2018俄罗斯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小组赛E组比赛中，日
本队主场0：0被新加坡逼平，爆出大冷门。

主场面对新加坡，日本队主帅哈利霍季奇不
敢大意，派出了主力阵容出战，香川真司和柴崎岳
领衔中场，而冈崎慎司、本田圭佑、宇佐美贵史组
成锋线三叉戟。不过面对新加坡队的“大巴阵”，
日本队狂攻90分钟也没能取得进球。最终在主
场被对手0：0逼平。

在当日早些时候的比赛中，朝鲜队坐镇主场
以4：2击败乌兹别克斯坦；亚洲杯季军阿联酋以
1：0险胜弱旅东帝汶。 （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