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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千骨》卫视热播
本报讯 湖南卫视钻石独播剧场正在热播的

电视剧《花千骨》热度一高再高，因为霍建华扮演
的尊上白子画真的太美太仙。

自从2009年《仙剑3》饰演徐长卿后，时隔6
年，霍建华再次接演仙侠剧《花千骨》，从白豆腐变
成白子画，仙侠男主角依旧帅气逼人，霍建华不但
在大陆站稳了古装剧第一男主角位置，还因《花千
骨》赢得了话题和高关注度。不少粉丝表示，霍建
华饰演的白子画堪称神还原，不仅颜值、气场爆
表，站在那里就是他们心中的长留上仙。（欣欣）

郭飞宏签约本土公司
本报讯 今年签约海南东西鼎盛文化的好声

音学员郭飞宏，目前正在筹备全新EP，计划国庆
期间和歌迷见面。

毕业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郭飞宏，15岁就
以一首海南旅游歌曲《海韵天堂》步入歌坛。2013
年，郭飞宏亮相于好声音舞台，并从全国几万歌手
中闯进只有100多人参加的转椅录制阶段。

正式签约海南东西鼎盛文化后，郭飞宏成了
一名签约歌手，并和知名制作人赫拉含青合作，由
赫拉含青为其创作了歌曲《人生路漫漫》。（欣欣）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香港著名喜剧电影导演陈嘉上联合
影星郑中基执导的奇幻夺宝喜剧片《神秘
宝藏》已经杀青，影片将再现广东历史上
著名海盗张保仔的传奇人生，这是记者今
天从出品方博纳影业集团海南办获悉的。

据介绍，该片云集了郑中基、陈法
拉、黄子华、冯文娟等明星，讲述的是明
末清初广东著名海盗张保仔的夺宝传
奇。片中主要人物张保仔算得上是中
国南方沿海地区闻名遐迩的传奇人物，
他虽是海盗，但却盗亦有道，颇有侠盗
罗宾汉的风采。特别是在广东地区，他
的故事可谓尽人皆知，因此自上世纪
70年代开始，香港影视圈就拍了不少

以张保仔为原型的作品，如1973年的
《大海盗》、1997年的《千秋家国梦》，都
将张保仔塑造成了侠客。

记者了解到，在《神秘宝藏》中，导
演选择黄子华扮演张保仔，旨在为观众
呈现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张
保仔形象——“一个快乐的疯子”，以使
这部新片更具喜剧色彩。

将张保仔搬上内地银幕，是陈嘉上
和郑中基的共同梦想。郑中基从小就
崇拜张保仔，拍摄张保仔故事是他一直
以来的心愿。陈嘉上亦然，拍摄张保仔
故事是他30年前就有的梦想，因而两
人一拍即合，这才有了《神秘宝藏》。

据悉，该片将于近期在全国公映。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举办的暑期
电影推介会“中国电影新力量”日前在
京举行。20部即将上映的暑期档国
产影片、45家院线、5000余家影
院、16家票务电商联手推广，成
为目前规模最大的国产电影推
介活动，也由此拉开了暑期

档电影线上套餐式预售的序幕。
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说去年的“中

国电影新力量”助推一众新导演浮出历
史地表，今年则是对“互联网＋”态势下
电影整合与应变能力的一次全面摸底。

过去一年，互联网企业全面进军电影
行业。随着以BAT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互
联网巨头，通过融资、并购和战略合作，布
局电影产业的速度大大加快，中国电影正
阔步迈入互联网时代的新纪元。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
局长张宏森表示，中国电影“互联
网＋”和产业升级时代已经到来，
电影正在成为一个崭新的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平台。

今年暑期档电影线上预
售已经展开，网络购票呈现井

喷式增长。张宏森说，在线选
座、电商售票、网上营销等服务模

式以其便捷优惠的特点，正调动越
来越多的观众进入电影院。随着互联

网不断活跃和推进，还会有更多的服务

形式来满足观众更高、更新的观影需求。
据了解，电影“暑期档”概念，源自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作为舶来品，引
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却显示出蓬勃的
发展潜力，与“贺岁档”“国庆档”一起成
为一年之中的黄金档期。

专家指出，暑期档，不但是全年国产
影片和好莱坞大片交锋的主战场，也是
各种国产影片和跨界制作的试验田。更
因其档期长、市场容量大等特点，对全年
电影票房贡献相当可观，暑期档的战绩，
可视作中国电影发展的风向标。

记者从推介会上获悉，今年的暑期
档国产片将是绝对主力，影片类型空前
丰富，包含动画、魔幻、历史、爱情、亲情、
喜剧、武侠等。其中，陈凯歌执导的古装
喜剧《道士下山》传递出中国电影人的坚
守与突破；侯孝贤《聂隐娘》八年磨一剑
绘出东方禅意武林；尔冬升《我是路人
甲》揭秘小人物的梦想与追求；《滚蛋
吧！肿瘤君》用笑中带泪的故事展现真
实的抗癌经历……此外，田晓鹏、张皓等

新导演的处女作，为中国影坛注入了新
鲜血液。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
认为，近年来，中国电影暑期档表现可圈
可点，如票房不俗、类型愈加丰富多样、
青年导演借机全面出击、互联网渗透特
征明显等。随着中国电影市场不断成
熟，国产影片已具备较为强大的观众号
召力，特别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青春
片和喜剧片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电影市场
极具竞争力的影片类型，但艺术水准、文
化内涵和观众满意度仍有待提升。

“互联网平台为今天的电影创意提
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但内容属性永远是
电影的黄金属性，好作品永远是衡量电
影的唯一标准。”张宏森说，“当中国成为
电影产业大国和产业强国时，一定要有
与之相匹配的电影文化尊严、电影文化
规格，一定要有对世界电影做出中国独
特文化贡献的信心和力量，这是我们共
同的期待。”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国电影暑期档前瞻：

“互联网＋”全面渗透助国产片发力

■ 冯巍

去看《侏罗纪世界》，发现新意全
无，如没有三维立体影像技术——3D
撑门面，还真不知道有啥好看。

当然，《侏罗纪世界》并非一无是
处。起码，它弄出来的新恐龙要比前三
部强一点。前三部片子里，吓人的霸王
龙、鬼祟的迅猛龙、会飞的翼龙、笨笨的
雷龙，个个都曾让人眼前一亮，但看多
了，新意也就没了。因此，摆在《侏罗纪
世界》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更吸引人眼
球。编导想到了DNA，臆造了一个新品
种恐龙暴虐霸王龙，不管它是否真的存
在过，其巨大外形、高亢叫声和善于伪装
等形象，还是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冲击。

然而，片子故事却不尽如人意。从
恐龙袭击人类到恐龙相互搏斗，有的拍

得半遮半掩，有的干脆缺乏想象力，让
人看得很不过瘾。更严重的问题还在
于，它几乎复制了第一部的慢节奏，这
与当今观众喜欢快的观赏习惯极不吻
合。至于片中不少“致敬”场面，如沧龙
扑食大白鲨、翼龙袭击人类等，只能让
人想到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和希区
柯克的《群鸟》，可谓徒劳无功。

一部系列片，拍到第四部新意全
无，这也可以理解。但若再不求改变，
恐怕就要被淘汰了。

应该说，该片票房一再走高，完全依

赖于它赶上了3D

技术的好时光，才

让暴虐霸王龙张开

了更形象的血盆大

口，否则影片观赏

性将大打折扣。

这恐龙，没3D就坏了！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群众工作部：66810660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35分 印完：7时4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捉妖记》定档7月份
本报讯 暑期档奇幻爆笑巨制《捉妖记》将于

7月16日公映，该片由华语电影金牌推手江志强
监制，许诚毅执导，白百何、井柏然领衔主演。

在片中，饰演菜鸟天师的白百何将首次挑战
井柏然，上演一段爆笑的捉妖故事。在接受记者
专访时，第一次接触古装戏的白百何谈起拍摄经
历至今回味无穷。她笑称，遇到《捉妖记》就像是
谈了一场恋爱，“碰到它是对的”。白百何表示，
《捉妖记》让她经历了许多第一次，3D动画制作也
是全新体验，“真的很神奇啊”。 （欣欣）

陈嘉上郑中基陈法拉黄子华组成夺宝喜剧班底

《神秘宝藏》再现张保仔传奇

《
秘
密
宝
藏
》
海
报

《道士下山》剧照

《我是路人甲》剧照

真情检察官上银幕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余晓洁 陈瑶）

为宣传公检法系统英模，《中国检察官故事》系列
故事片《无法证明》26日全国公映。该片真情讲
述了中国年轻检察官在执法过程中战胜“报仇”私
心、维护法治精神的真情检察官的人性化故事。

影片改编自发生在20年前的真实凶案。年
轻检察官竞远在调查此案时，发现嫌疑人陆润堂
是自己母亲婉心的初恋情人，也是导致自己父亲
郁郁而终的罪魁祸首。一边是为父报仇的私欲萦
绕，一边是自身公务的职业坚守，影片呈现了一个
检察官在执法过程中维护法治精神的内心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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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渥太华6月25日电（记者
岳东兴 马邦杰）回忆起16年前的世
界杯中美决赛，中国女足队长吴海燕
25日说，那是一段震撼的画面，但她同
时表示，希望在一天后的又一次中美大
战中，全队能“创造更多的震撼”。

每个关心中国女足的人都知道“中
美大战”的渊源：无论是1996年奥运

会，还是1999年世界杯，当时处于黄金
期的“铿锵玫瑰”两次在决赛中输给美
国人，无缘冠军。

谈到当年的经典决战时，22岁的
吴海燕说：“我当时没有看过，但后来是
看过（录像）片段。对我来说，肯定是非
常震撼的，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
的震撼。”

有外国记者发问，听说中国女足凭
借世界杯的佳绩，将获得很高的奖金，
对此，吴海燕说：“现在，至今为止，我还
不知道这个奖金的事情，不过很高兴你
告诉了我这个消息。”说到此处，发布厅
内一片笑声。她接着说，作为队员，“主
要是关注比赛多一点，（奖金）都是比赛
之后的事情”。

据新华社渥太华6月25日电（记
者岳东兴 王浩明）在坐满中外记者的
新闻发布厅，一股大赛前的“硝烟”正
在弥漫，但中国女足主教练郝伟25日
在这里用了轻松和感性的方式表达他
对女足世界杯中美大战的期待——

“我很喜欢这场比赛”。
当天下午，在渥太华的兰斯当体

育场，中国队迎来了开赛以来最多的
外媒记者关注。在赛前发布会的大
厅里，美国记者的规模甚至超过了中
国记者。这都预示着一天后将上演
的中美对决将是本届世界杯八强战
中的焦点。

面对众多摄影记者的闪光灯和新
闻官的发问，郝伟用了一个轻松的开
场白。他说：“整个队伍，前面四场比

赛准备以后，可以说，队伍整个的状
态、心情，包括我们教练组，也很喜欢
这场比赛，希望这场比赛能够取胜。”

在被问到为何用“喜欢”来展望
这场比赛时，郝伟说：“最近几年，中
美没有在很正式的比赛中交手，我们
喜欢在这个公开的（大赛中）打这场
比赛。”

至今，国际足联统计的中美女足A
级赛事交锋记录里，中国队以8胜11
平31负处于下风。但郝伟认为，记录
只属于过去。

他说：“比赛没有常胜将军，以前
输球是历史。我们只想明天的比赛，
取得一个好的结果。”他还透露，面对
淘汰赛上可能出现的加时赛、点球大
战，中国队“都已经准备好了”。

主帅郝伟：中美对决，我很喜欢

队长吴海燕：希望创造更多震撼

27日，女足世界杯中美四分之一决
赛将打响，实力不如美国的中国女足有
爆冷的机会。

从国际排名来看，目前排名世界第
16的中国女足是世界杯8强中世界排名
最低的球队，而美国队则排名世界第二，
仅次于德国队。但中国队姑娘们丝毫不
畏惧，王珊珊和王霜在近日接受国际足
联官网采访时表示，如今她们已经将目
标设定为“进决赛”。对于年轻的中国队

来说，这种拼劲和勇气值得称赞。
十几年前，当时处于黄金期的“铿锵

玫瑰”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决赛中输给美
国人，无缘冠军。至今，国际足联统计的
中美女足A级赛事交锋记录，中国队以8
胜11平31负处于绝对下风。中国女足
必须要有统一的信念、坚定的战术以及
对困难的足够估计，才有可能完成复仇。

过去3场小组赛，女足主帅郝伟均
排出了同样的首发阵容，虽然状态偶有

起伏，但这11名球员整体上已经越来越
默契。对中国女足来说，赛程的优势让
主力球员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使用相同
的首发体能和状态上问题不大。在战
术上，女足要采取稳守反击，在做好防
守的基础上，多抓反击的机会，尤其是
定位球将成为中国队能否爆冷的重要
手段。

美国队的技战术水准虽没有德国、
法国细腻，但一直坚持快速推进、高空

作业，这对防高空球
处于劣势的中国队来
说，是极大挑战。在
2：2战平新西兰的小
组赛中，身高处于劣
势的中国防线已经
暴露出对“高举高
打”进攻的不适
应，多次出现险
情。 ■ 王黎刚

抓快速反击 罚好定位球
中国女足战美国要“双管齐下”

将帅
声音

赛事预告

中国VS美国
27日 07:30 CCTV-5直播

据新华社渥太华6月25日电 在
美国队即将与中国队争夺2015年加
拿大女足世界杯四强席位之前，《今日
美国报》毫不客气地批评当今这支美
国队与1999年的那支美国队相差太
大，完全没有当年美国女足的风采。

美国队的武器就是速度、力量和
摩根的个人能力，但摩根前两场都是
替补上场。现在美国队晋级的希望
又全压到了摩根身上，这让我们不禁
想起 1999 年那支美国队，米亚·哈
姆、福迪、阿克斯，天才横溢的球员太
多了，而现在这支美国队太单一了。
16年时间，美国队从一支充满创造性
和打法彪悍的球队变成了跑步队。

最难理解的是现在这支美国队
有能力，也有意愿，打出赏心悦目的
比赛，但是不是教练不让这些球员发
挥呢？埃利斯和美国足协是否应该
承担责任？福迪那些当年美国队的
球员都希望帮助这支美国队，但没
人理她们。看到一支曾经引领世界
女足打法的球队，变成一支U14水
平的队伍，这是每个美国人都难以
接受的。

与哥伦比亚队比赛之后，每个人
都觉得美国队不应该是这样，她们应
该打得更好。但也许这只是我们的愿
望，也许现在的美国队就是这个样子，
也许我们真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美国媒体大肆批评美国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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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狼摘得状元唐斯
前CBA外援加盟掘金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5日电 2015年NBA
选秀大会25日在布鲁克林举行，森林狼队首轮第
一顺位选中了来自肯塔基大学的内线卡尔·安东
尼·唐斯，唐斯也成为肯塔基自奇才核心约翰·沃尔
和“浓眉哥”安东尼·戴维斯后送出的第三位状元。

作为一年级生，19岁的唐斯在NCAA场均出
场21.1分钟，得到10.3分、6.7个篮板和2.3个盖
帽。超强的运动能力和出色的投篮技术让他可以
胜任中锋和大前锋的双重位置，在攻防两端都极
具杀伤力。加上去年的状元威金斯，森林狼希望
唐斯和威金斯的状元组合可以在下赛季有所作为。

曾经效力于CBA广东宏远的外援伊曼纽尔·
穆迪埃在第七顺位被丹佛掘金队选中，在CBA期
间，这位曾经的全美第一高中生场均可以贡献18
分、6.3个篮板和5.9次助攻。

暑期在海口踢快乐足球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海口第二春足
球俱乐部获悉，该俱乐部将在暑期举办3期青少
年足球训练班，希望喜欢足球的小朋友能在暑假
中提高足球技艺、增强身体素质、感受团队力量。

该俱乐部负责人表示，训练班招收4-16岁
青少年，男女不限。训练班设培养兴趣为目的的

“体验式足球训练课”、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足
球专项技能为主的“奥林匹克足球训练班”和针对
不同孩子年龄性格特点的“快乐足球课”。

为什么提倡青少年踢足球？该俱乐部负责人
表示 一：有利于长个子。经常参加足球运动能促
进青少年时期骨骼的生长发育，促进身高的增
长。二、强身健体提高免疫力。通过足球训练，能
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呼吸系统、心脏等器官
的功能，增加食欲，提高吸收能力。三、培养青少
年健康性格。

主帅郝伟信心颇足

6月26日，中国
队球员吴海燕在训练
中。 新华社发

国际篮联将讨论
肖天被调查的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据外电报道，国
际篮球联合会将讨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国际
篮联副主席肖天被调查的问题，目前国际篮联尚
未从中国篮协得到正式的情况通报。

中央纪委6月25日宣布，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肖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国际篮联说：“这次调查看起来是中国正在进行
的反腐败斗争的一部分。国际篮联正在等待中国篮
协关于此事的正式情况通报，以及具体的细节。至
今为止，国际篮联还没有从中方获得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