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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曲家詹姆斯·霍纳坠机身亡
代表作《泰坦尼克号》《阿凡达》《狼图腾》等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卫
小林）犯罪题材悬疑动作电影《冰河追
凶》日前杀青后立即进入后期制作，争
取今年国庆档前后与观众见面，这是
记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的。

据介绍，该片由新锐导演徐伟编
剧并执导，梁家辉、佟大为、魏晨组成
追凶联盟缉凶，女主演有周冬雨和邓
家佳。影片从今年2月在黑龙江省伊
春市寒冷的室外开拍后，经过两个多
月艰苦拍摄，日前终于正式杀青并进
入后期制作。

记者了解到，《冰河追凶》于去年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项目单元获得

“最具市场投资潜力奖”后，经过半年
筹备便于今年2月开拍，可谓上海电
影节创投项目中速度较快的影片。

据悉，该片讲述北方某冰河里发
现了一具男尸，警方在其胃里发现一
种罕见的化学原料，这引起了老警察
周鹏的注意。与此同时，南方某市一
位年轻的警察汪豪，也正在调查一起
绑架案。两位相隔甚远的警察，在经
历千辛万苦的努力后，最终一同找出
了隐藏在案件背后的凶手，也让见不
得人的秘密得以曝光。

梁家辉佟大为魏晨组成追凶联盟

悬疑片《冰河追凶》杀青

➡《冰河追凶》海报

《一年级大学季》启动
本报讯 湖南卫视去年推出大型原创校园纪实

节目《一年级》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今年，湖南卫
视又将联手上海戏剧学院，在第四季度推出升级版
《一年级大学季》，将镜头对准大学一年级新生。

在日前举行的《一年级大学季》启动仪式上，
佟大为、宋佳、万茜、王传君和李金铭等上戏学生
重返校园，回忆自己一年级的青葱时光，同时也启
动了《一年级大学季》旁听生的招募活动。

活动结束后，万茜、王传君、李金铭等上戏校友现
场用微博签到机体验了一把旁听生报名流程。（欣欣）

《道士下山》曝主题曲
本报讯 6月23日，陈凯歌新片《道士下山》

片方将该片主题曲《一念之间》音频首发上线，歌
曲由张杰、莫文蔚首度牵手对唱，动人心弦。

据介绍，《一念之间》由著名音乐人陈曦、董冬
冬夫妇担任词曲创作，通过张杰、莫文蔚两位唱将
极富感染力的演绎，营造出了最贴合影片情节与
内涵的音乐氛围。

据悉，这也是莫文蔚与内地音乐人张杰的首
度合作。在歌曲录制前，两人便针对这首歌隔空
探讨两个月，分享了各自对歌曲的理解，为更好诠
释这首主题歌灌入了情感。 （欣欣）

《新娘大作战》发特辑
本报讯 爆笑浪漫喜剧《新娘大作战》定档8

月20日公映，片方日前发布片中四位主演都患有
奇葩病症的特辑。

其中，“好人症”发作的杨颖自愿充当免费出
气筒，惨遭倪妮飞腿狠踹，而她也痛评极度傲娇的
对方“一根筋”。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四人
的战争也持续升级，一场关于婚礼的争夺战将于
七夕节爆笑打响。

据悉，《新娘大作战》由陈国辉导演，杨颖、倪
妮、陈晓、朱亚文联袂主演，讲述一对骨灰级闺蜜
因婚礼撞期所引发的爆笑大战。 （欣欣）

《极限勇士》表现出彩
本报讯 江苏卫视《极限勇士》异常精彩，从

奥运冠军、江湖勇士，到跑酷能手、素人选手，大家
的表现都相当出彩。

来自江苏的23岁跑酷教练陈元龙擅长猫爬、鱼
跃、空翻，曾任部队跑酷教官的他，在节目中以一身
宽松装束亮相。他说：“这个赛道跑酷的说了算！”

而南航学生李一奇则凭他帅气的出场和超强
的臂力获得更多人瞩目。李一奇这位连闯五六关
的“超能人类”目标早定了——朝总冠军进发。

同样，来自加拿大的巴西忍术教练威尔和来
自山东的扁带运动员沈伟超也大显身手，表现出
了超强的心理素质和隐忍的尚武精神。 （欣欣）

据新华社洛杉矶电（记者张超群）
环球影业出品的科幻大片《侏罗纪世纪》
第二个周末再次引领北美周末电影票
房，同时全球票房超过10亿美元。

《侏罗纪世界》上周末3天获得了
1.02亿美元的票房收入，虽然较上映第
一周下滑了51％，但仍旧成为北美历史
上开画第二周票房收入的第二名，仅次
于2012年漫威制作的超级英雄影片《复

仇者联盟》。该片在北美上映10天已经
获得超过3.9亿美元票房，成为北美上
映10天内票房最高的影片。第二个周
末，《侏罗纪世界》在 IMAX影院获得
4200万美元票房收入，3D影厅本周累
计贡献了周末票房的47％。

在北美以外的电影市场上，《侏罗纪
世界》同样大受追捧，影片上映10天来，
已在全球范围获得了逾10亿美元票房。

《侏罗纪世界》全球票房
超10亿美元

詹姆斯·霍纳坠机现场

《泰坦尼克
号》为詹姆斯·霍
纳带来了两尊奥
斯卡小金人

本报讯 美国当地时间本周一（北
京时间周二）上午，好莱坞著名电影作
曲家詹姆斯·霍纳驾驶飞机时失事，不
幸坠机身亡，享年62岁。

作为在全球享有盛名的电影配乐
大师，霍纳曾与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
隆多次合作，为《异形2》、《泰坦尼克
号》、《阿凡达》、《狼图腾》等名片配乐，
曾获奥斯卡奖、金球奖、格莱美奖，堪称
电影配乐大师。

音乐博士转行电影

1953年8月14日，詹姆斯·霍纳生
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在英国
长大，并接受了扎实的古典音乐教育，
随后进入皇家音乐学院攻读作曲，然后
回到美国深造，先后在南加州大学和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作曲学士、音乐
硕士和博士学位。

上世纪70年代末，霍纳转入电影
界，80年代末开始崭露头角，1989年，
他因《光荣》一片荣获格莱美大奖，而他

此前为动画片《美国鼠谭》谱写的歌曲
《出门在外》已使他获得奥斯卡和金球
奖提名，更夺得该年度格莱美“最佳歌
曲”和“最佳电影插曲”双料大奖，詹姆
斯·霍纳因此成名。

《泰坦尼克号》成经典

从1995年起，霍纳又以《燃情岁
月》、《勇敢的心》、《阿波罗 13号》等
一系列风格迥异的电影配乐，建立
了他在电影配乐领域的霸主地位。
两年之后，他为史诗巨片《泰坦尼克
号》创作的音乐，不仅使他在奥斯卡
奖上获得两项大奖，也为该片夺得
最佳影片大奖立下汗马功劳，尤其
是他创作的主题曲《我心永恒》，更
是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放映享誉全
球，堪称经典。

由此，霍纳也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了
电影配乐界最炙手可热的大师，其唯美
华丽、充满诗意的配乐风格，在乐坛和
影坛都独树一帜。

大师为《狼图腾》配乐

在电影音乐圈，少有像霍纳这样功
成名就的人。在过去20年，霍纳成为世
界上最多产、最知名的电影作曲家之一，
除了《泰坦尼克号》为他带来的两尊小金
人外，霍纳还获得过8次奥斯卡奖提名、
7次金球奖提名，更两度获得格莱美年
度最佳歌曲大奖，大师之名实至名归。

几年前，霍纳为中法合拍的3D电
影《狼图腾》创作了配乐，而这已是他第
四次与导演让·雅克·阿诺合作了。从
1986年的《玫瑰之名》到《兵临城下》和
《黑金》，这对奥斯卡黄金组合已四度联
手。2012年，阿诺就力邀霍纳参与《狼
图腾》配乐，霍纳对《狼图腾》所表现的环
保、大爱、自由主题也非常感兴趣，当即
决定加盟，为该片谱曲。一直钟情于民
族音乐创新的霍纳，在此次配乐中融入
了我国蒙古族的呼麦、长调等传统音乐
形式，让《狼图腾》成了观众心目中的优
秀艺术影片。 （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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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由省文体厅、
省教育厅、省高协联合主办的省青少年
高尔夫球巡回赛（神州半岛站）近日在万
宁神州半岛高尔夫球会收杆。在男子D
组比赛中，刘恩骅发挥出色，两轮打出了
135杆（67杆、68杆，低于标准杆9杆）获
得了冠军。

本站比赛为个人比杆赛，为两轮进
行。男子 A 组前三名为张艺敷（154
杆）、陈顾新（158 杆）、胡洪卫（285
杆）。男子C组前三名为李林强（149
杆）、王梓（162杆）、刘子川（176杆）

男子 D 组前三名为刘恩骅（135
杆）、符隽豪（153 杆）、吴祖旭（165
杆）。女子 A 组冠军为毛汝丹（235
杆）。女子 B 组冠军为曹新欣（182
杆）。女子C组冠、亚军为蔡丹琳（153
杆）、潘洁红（160杆）。女子D组冠军为
张隽源（171杆）；高一高和谭燕飞分别
获得了鼓励奖。

此项赛事定位为与国际赛事接轨的

青少年公益赛事，旨在培养更多本土青
少年高尔夫球爱好者，挖掘更多优秀苗
子。同时，通过每年全岛12站连续赛事
推动青少年高尔夫球文化普及。

赛期恰逢端午节和父亲节，赛事组
委会特意安排了参赛球员们感受中华文
化及礼仪的演说视频互动活动，让孩子
们在感悟父爱中提升文化礼仪素养。本
站比赛得到爱心企业海南神州高尔夫球
会的全力支持，海口老虎高尔夫用品有
限公司为比赛提供所设奖项的奖品。赛
事组委会负责人表示，欢迎所有致力于
青少年高尔夫人才培养的爱心企业参与
打造海南青少年高尔夫特色品牌公益赛
事而共同努力。

据悉，2015青巡赛第四站清水湾
站，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陵水清水湾
高尔夫球会举行。报名及具体日程、相
关信息文件请关注并登录海南青巡赛微
信平台（微信号：HNQSN-GOLF）进行
报名及查阅。

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神州半岛站）收杆

刘恩骅-9杆D组夺冠

随着英格兰、美国在23日的世界杯
16强战中双双胜出，中国女足在四分之
一决赛的对手也就此确定——她们将迎
战两次让“铿锵玫瑰”无缘冠军梦的老对
手美国队，这将是八强较量中的一大看
点。没有包袱的中国队，与志在夺冠的
美国队相比，肩上的压力要轻。

虽然美国队是夺冠的大热门，整体实
力高出中国队不少，且在9年的时间里对
中国队保持不败。但中国队也有两个客
观上的利好：首先是赛程方面，中国队的
八分之一决赛早两天结束，有利于体能和
状态恢复。其次，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美
国队两名中场大将左后腰霍利迪和左边
前卫拉皮诺吃到赛事第二张黄牌将遭遇

停赛，将给美国队的排兵布阵带来麻烦。
从中国女足目前打完的4场比赛来

看，速度是我们的杀手锏。两个边路的
快速向前突击、快速的攻防转换、边后卫
的快上快下，都是“郝家军”最为犀利的
武器。

其实利用速度优势破敌是中国女足
的传统。从韦海英时代开始，中国队多
是依靠边路进攻摧毁对手的后防线，包
括孙庆梅、吴伟英、王丽萍等球员都是属
于这种速度奇快的球员。不过，由于中
国女足曾经一度成绩不佳，多次无缘女
足世界杯，导致后备人才变得匮乏，速度
快的球员更是稀缺。

不过，本届女足世界杯上的中国队，

又令人惊喜地重新拿起速度这个“大杀
器”。在世界杯上，中国女足排出的是
4231的老阵容，这是郝伟入主中国队后
一直强化并且改造的阵容。

本届中国女足阵中，王珊珊、王丽
思、韩鹏都是速度偏快的队员。从世界
杯这几场比赛过程来看，中国女足的速
度优势不仅体现在个体进攻中，整体攻
防转换速度也相当快。

美国队并非强大到不可战胜，今年
的巴西邀请赛当中，中国队曾以1比1
逼平美国队，对她们已经有一定的了
解。美国队胜在大赛经验比较足，不管
换多少人，对于比赛的控制能力始终很
强。 ■ 王黎刚

四分之一决赛死磕美国队

中国女足绝非软柿子

新华社渥太华6月22日电（记
者王浩明 马邦杰 单磊）中国女足
22日进行了抵达渥太华后的首训，
对于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美国队，无
论是教练还是队员们的态度都是毫
不畏惧。

“喜欢和美国交手！再接再厉！
好运常伴！一起奋斗！一起战斗！”
看完美国队战胜哥伦比亚的四分之
一决赛电视转播后，中国队主帅郝伟
在朋友圈里这样更新。

中国队当天训练从下午4：30开
始，上一场首发的队员以调整恢复为
主，而替补队员则进行了强度较大的
训练。虽然训练时美国与哥伦比亚
队的八分之一决赛尚未开打，球员们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会惧怕美国。

“如果是碰到美国，我们也不
怕，”前锋古雅沙在训练前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中国女足不是弱队，我们
击败她们也不是冷门。”

队长吴海燕表示，中国队与美国
队交手没有压力。“八进四打美国，我
们没有太多压力。”她说。

这位中国队的后防中坚表示，之
前不管是因为运气还是实力赢球，中
国队都将继续前行。“如果说所有比
赛都有运气成分的话，我想好运会一
直陪伴着我们，如果说有实力的话，
我们一定有实力再往前走。”

“那场比赛我们主要还是凭借信
念和大家互相的支持最终打平了对
手，昨天巴西的出局也给了我们信心，
让我们对下一场比赛更自信。”她说。

女足前锋古雅沙

击败美国不会是冷门

女足
世界杯

国际篮联催要
巴西篮协会员费

新华社华盛顿6月22日电 囧！巴西篮协
被国际篮联催要“数额相当大的”会员费，如果不
交的话东道主的球队没准无法按照惯例自动入围
里约奥运会篮球比赛。

依照以往的传统，奥运会东道主的男篮和女
篮队伍将自动拿到奥运会篮球比赛的参赛席位。
而且，国际篮联表示巴西篮协已经就此提出申请。

不过，国际篮联22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
“巴西有着深厚的篮球历史”，同时给了巴西篮协
一个解决会员费的期限——7月31日。

百年老队帕尔马
因破产降入业余联赛

新华社罗马6月22日电 因俱乐部破产无人
收购接手，意大利知名球队帕尔马队将在下赛季
降入意大利最低级别的业余联赛。

意大利当地时间22日14：00点前，帕尔马未收
到有效收购邀约，随后该俱乐部官网声明宣布破产清
算。所有帕尔马签约球员将成为可转会的自由球员。

帕尔马的坠落令人唏嘘，1996－1997赛季该队
还有实力角逐意甲冠军。可如今帕尔马在以意甲倒
数第一的身份降入乙级后，因无人收购破产，将跌入
意大利D级联赛，也就是业余联赛的最高级别。

帕尔马今年三月宣布破产，并进入收购重组
程序，期间曾有美、意买家意向接触，但最终未能
达成一致。

帕尔马俱乐部成立于1913年，至今已经有百
余年的历史，上个世纪90年代，帕尔马迎来黄金
时代，1992年至2002年期间曾赢得7座冠军奖
杯，其中包括两次欧洲联盟杯（欧罗巴联赛前身）
冠军和一次欧洲超级杯冠军。

新任主帅贝尼特斯：

皇马要踢攻势足球
新华社马德里6月22日电 皇家马德里队新

任主帅贝尼特斯22日表示，他所率领的皇马要踢
攻势足球，而且球队在新赛季开始前还会购买新
的球员。

贝尼特斯在皇马官网发布的一份采访稿中
说：“我们有攻击型的球员，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
踢攻势足球。我们的风格将建立在攻势足球的基
础上，能够控球的时候尽量控球，通过球的快速转
移来进攻，同时尽量保持攻守平衡。”

此前，皇马从葡萄牙劲旅波尔图队签下了巴
西右后卫达尼洛和卡塞米罗，这两人可能会成为
贝尼特斯倚重的球员。在被问到球队是否还会签
入新球员时，贝尼特斯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英格兰VS加拿大
（28日 07：30）

德国VS法国
（27日 04：00）

中
国
队
能
否
进
四
强
，守
门
员
王
飞
的
发
挥
是
关
键
。

新
华
社
发

球员刘恩骅在比赛中。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

中国VS美国
（27日 07：30）

澳大利亚VS日本与荷兰间的胜者
（28日 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