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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进入7月份，内地高考、中
考陆续结束之后，中学生这个年轻化的观
影人群就算是补充到位了，各个新片的票
房不再只把赌注押在朝九晚五的年轻上
班族身上，仅次于春节档的能量迫切需要
一大批新片来发泄。这其中既有陈凯歌
导演的《道士下山》、吴宇森导演的《太平
轮·彼岸》等名导新作，又有《小时代4》《栀
子花开》等重磅青春片。再加上《煎饼侠》
《捉妖记》等奇幻题材的加入，现在就预测
鹿死谁手实在有点太早。

不得不承认，2015年上半年，《速
度与激情7》《复仇者联盟2》以及仍在
热映的《侏罗纪世界》势头实在太过强

劲。尤其是《速度与激情7》甚至轻松碾
压了去年在中国翻江倒海的《变形金刚
4》，一部电影轰下近25亿人民币。因
此国产新片们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个暑
假争一口气，杀出一条血路。而之前据
传有望于7月引进的《终结者5》，也在
《道士下山》《我是路人甲》《太平轮·彼
岸》《王朝的女人·杨贵妃》等华语名导
新作的相继定档下，慢慢没了消息。

《左耳》《何以笙箫默》等青春片在五
月很是风光了一番，不过真正的青春片粉
丝都在等着郭敬明和何炅，等着他们“蓄谋
已久”的重磅之作——《小时代4》和《栀子
花开》。除此之外，历经波折的《捉妖记》和

口碑升温的《煎饼侠》，也很有希望在7月
中掀起票房高潮。至于王珞丹主演的悬
疑片《宅女侦探桂香》和任泉、李冰冰投资
的《张震讲故事之鬼迷心窍》，虽然没有大
卖的绝对实力，但也颇有黑马相。爱情片
方面，廖凡、汤唯主演的《命中注定》，很可
能成为又一部《北京遇上西雅图》。

总体来说，虽然7月没有重量级大
片引进是早就可以预料到的事实，但一
大波国产电影的到来也着实令人兴
奋。关键是，除了每年一回的青春片热
潮，这个暑假多了很多其他的选择。具
体谁能称霸暑期，还是那句老话：得上
映了才能看出端倪。 （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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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怪物史瑞克”之父许诚
毅执导的3D奇幻巨作《捉妖记》即将于
7月16日全国公映引爆暑期档。这部
电影讲述了捉妖天师白百何、井柏然以
及小妖精胡巴之间温馨温暖的动人故
事，采用真人拍摄与CG特效结合的制
作方式，既展示了东方文化的魅力，又
借由最新科技把呆萌可爱的小妖精勾
勒得栩栩如生。

据了解，《捉妖记》的投资已经超过
《英雄》、《卧虎藏龙》等电影，成为金牌

电影制作人江志强倾情之作；而导演许
诚毅更是表示影片中“妖”的特效制作
达到世界水准，这部3D奇幻电影一定
不会令观众失望。

《捉妖记》融合了喜剧、动作、冒险
等多种元素，而最关键的就是原汁原味
的中国文化，这也正是江志强从业数十
年最看重的元素。“我们有些像美国的
《侏罗纪公园》，里面所有元素都有，有
比恐龙更过瘾的妖，有合家欢的元素，
也有《山海经》的内容。”

《捉妖记》除了CG动画以外，真人
拍摄也占了很大比重。而演员和“妖”
的互动也成为电影制作中的亮点，许诚
毅邀请工业光魔的资深顾问和特效总
监加入到电影的制作中来，“妖在影片
中会和演员互动，观众能看到很多有趣
的特效”。从影片主题上来说，许诚毅
表示，《捉妖记》十分适合全家观看，虽
然整个电影的主题是“妖”，但是小朋友
和家长可以一起去看，可以说是中国古
装版的《哈利波特》。 （欣欣）

“史瑞克之父”携金牌制作人倾情打造

《捉妖记》开启3D奇幻新世界

王宝强/郭富城/张震/林志

玲/范伟

张翰/张俪/李心/张皓然

万国鹏/王婷/沈凯/徐小琴

弗兰科/哈德森

杨幂/郭采洁/郭碧婷/谢依霖

李嘉琪/李浩菲

李易峰/张慧雯/尼坤

张磊/林子杰/吴文伦

白百何/井柏然

弗莱彻/斯帕克斯

董成鹏/袁姗姗/柳岩

汤唯/廖凡

王珞丹/周渝民/任达华

徐娇/陆思宇

章子怡/金城武/宋慧乔

范冰冰/黎明/吴尊

古天乐/余文乐/张孝全

古天乐/郭采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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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猫警长》寻经典原味
沈小岑重新演绎主题曲

本报讯 动画大电影《黑猫警长之翡翠之星》
自从定档8月7日以来便消息不断，为了将这部
代表国人童年记忆的电影还原在大银幕上，片方
不仅承诺了不使用3D、保留原有的主要人物和视
觉风格外，还特别邀请到了当年演唱《黑猫警长》
主题曲的沈小岑回国，重新演绎经典旋律。

6月29日，沈小岑现身上海录音室为《黑猫
警长》的主题曲重新录音。沈小岑当年受蔡璐之
邀演唱了《黑猫警长》的主题曲《黑猫警长》，为几
代中国人留下了经典的童年记忆，此次《黑猫警
长》大电影为了还原30年前的记忆，特地邀请了
90年代初便定居国外的沈小岑，重新演绎这首经
典之音。沈小岑表示，在接到邀请的那一瞬，她
难掩心中的激动，“我清楚地记得，距离当年已经
30年了，现在新的《黑猫警长》，还能用我的声音，
有一种时光穿梭的感觉。” （欣欣）

《爸爸去哪儿》第三季即将播出

混血娃频爆“火星语”
本报讯《爸爸去哪儿》第三季第一期将于7

月10日22：00在湖南卫视播出。节目第一站来
到了陕西榆林，萌娃们初次相识便擦出火花。

金发碧眼的外国老爸夏克立带着混血小美女
夏天来袭，父女俩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沟
通，尽管夏天的普通话听起来有模有样，不过洋
娃娃首次向陕北村民要食材依旧状况百出，全程
如火星语般的爆笑对话令人捧腹。操着一口混
杂着台湾腔与英语腔普通话的夏天与当地村民
交流十分搞笑，全程陷入沟通障碍，尽管她努力
向村民描述，卖力比划解释着“我要漏（肉）”，对
方却还是一头雾水，并用陕西方言反问，两人像来
自不同星球的人在对话，场面十分逗趣。 （欣欣）

《极限勇士》新关卡
成众勇士魔咒

本报讯 新一期《极限勇士》29日晚全新上演，
节目中新增加的四个关卡引发热议，尤其第四关

“秋千飞网”，成为多位勇士没能克服的新难关。
第四关由原来的“单杠飞网”变成“秋千飞

网”，挑战方式更为柔和。尤其对于身高较矮选
手而言，秋千比单杠更有“亲和力”。不过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柔和的秋千，却成为新一轮

“赛道软杀手”。很多选手由于没能掌握秋千技
巧，无法控制它的摆幅和高度，空有一身力气而
无能为力，最后只能抱憾放弃，自动落水。来自
国家跳水队的两位冠军李世鑫、张雁全也难逃

“秋千魔咒”，在第四关双双落水。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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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文工团一行，日前来到海口慰问奋战在海南新建西环铁路一线
的建设者。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古月 通讯员 叶坚 摄

中国铁路文工团慰问海南西环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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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 30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近一个多月的激烈竞争，2015
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落幕。分量最重
的青年男子组决赛今天在海职院结束，
海师大队和红色战车队90分钟内战成
1：1，在点球大战中，红色战车队接连罚
失两个点球，最终以总比分4：5负于海
师大队。海师大队获得冠军。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以“激扬青春

快乐健康”为主题，旨在增强青少年体
质、提高青少年足球竞技水平、普及青少
年足球知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自
3月23日启动至今，吸引了来自全省各
直属机关、市县、企事业单位、中央驻琼
单位、省属企业、学校、驻琼军警部队以
及社会组织的274支队伍，5800余人参
赛，近万人直接参与了本次大赛及相关
活动，覆盖人群近20万人。这是海南省

历来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涉及面最
广的一次足球赛事活动。同时，大赛还
开展了“足球情怀采风公益行”、“2015
年海南省大学生足球拉拉队大赛”、“海
南省青少年足球发展基金”设立等一系
列活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
参与。

获得男子青年组第3名和第4名的
分别是澄迈队和万宁长丰队。获得女足

前4名的分别是海师大队、琼中队、洋浦
中学生队和海南外国语学员队。获得少
年组前4名的分别是灵山中学队、五指山
少年队、昌江中学生队和万宁中学生队。

少年组最佳射手奖获得者是海南中
学足球队肖泽岛（8球），最佳守门员为
海口灵山中学足球队邢益淞；女子组最
佳射手奖和最佳守门员分别是海南师范
大学女子队王晓妮（22球）和海南师范

大学女子足球队王亚哎；青年组最佳射
手奖为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足球队张志
刚（11球）；省农科院女足、洋浦中学生
队和海南核电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最佳组织奖是共青团海口市委、共青团
文昌市委和共青团琼海市委。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海南省委、海南
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海南日报社、海
南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落幕

海师大队获青年组冠军

本报讯 北京时间 6 月 30 日
晚。2015年温布尔登锦标赛进入了
第二个比赛日。力争在今年赛事实现
八冠伟业的费德勒，轻松以6：1/6：3/
6：3淘汰波黑小将德祖赫，进入第二
轮。10号种子、两届赛会冠军纳达尔
在面对实力不俗的贝鲁奇的挑战时，
也顺利以6：4/6：2/6：4取得开门红。

来自波黑的德祖赫在最近两年取
得不错成绩，23岁的他世界排名已经
进入了前一百行列，而今年法网第三
轮中他就曾经与费德勒相遇，并有着
不错发挥。连续在第二项大满贯赛
事相遇，瑞士球王在今年温网的
首战中不敢怠慢，开局后火力
全开，德祖赫则完全失去了节
奏。最终费天王轻松获胜。

纳达尔与贝鲁奇过去有过四
次交手，西班牙人保持着全胜。
在今天比赛开始后，纳达尔在首
个发球局化解两个破发点保发
后，就逐渐掌握了场上主动。
最终连下三盘获胜。

在前一天的比赛中，
德约科维奇、瓦林卡、小
威、莎拉波娃等名将
悉数过关。
（小新）

据新华社伦敦6月29日电（记者
王子江）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29日展
开首日争夺，参赛的三名中国选手徐
一幡、朱琳和王蔷都没有通过第一轮
的考验，全部出局。

27 岁的徐一幡世界排名第 173
位，她通过三轮预选赛进入正赛，但面
对前法网冠军、塞尔维亚名将伊万诺

维奇，她暴露了实力上的差距，经过1
小时两分钟的苦战，以两个1：6输给
了对手。

朱琳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萨斯诺
维奇的比赛开始打得相对胶着，两人
同是21岁，朱琳世界排名116位，对手
排名137位。朱琳首盘比赛以6：4获
胜，对手以7：5扳回一盘，决胜盘中，朱

琳失误太多，很快以1：6落败。
王蔷的对手、荷兰人霍根坎普同

样是通过资格赛入围的选手，结果世
界排名110位的王蔷以两个4：6失利，
无缘第二轮。

参加今年温网单打比赛的共有5
名中国选手，首日已经五去其三。30
日的比赛中，世界排名65位的郑赛赛
将与5号种子沃兹尼亚奇交锋，段莹莹
遭遇去年的亚军、加拿大选手布沙尔，
两场比赛的结果都不乐观。

费德勒纳达尔开门红

三朵金花一轮游

北京时间7月1日上午，美洲杯足
球赛第二场半决赛开战，夺冠大热门阿
根廷队对阵巴拉圭队。明星荟萃的阿
根廷队本届比赛的表现差强人意，前一
战艰难闯关，本轮比赛他们的攻击力将
再次受到考验。

本届美洲杯是星光璀璨却缺少洲
际冠军的阿根廷队证明自我的好机会，
他们也如愿来到了半决赛。小组赛阶
段探戈军团2胜1平，以不败战绩获得B
组头名，1/4决赛则通过点球大战淘汰
强敌哥伦比亚挺进4强。然而阿根廷队
的表现却遭到不少批评，夺冠头号热门
并没有展现出令人信服的实力，小组赛
首战巴拉圭在2球领先的情况被对手逼

平、随后两战均以1球小胜；淘汰赛对阵
缺兵少将的哥伦比亚也破门乏术。阿
根廷的豪华锋线最受人诟病，梅西、阿
圭罗、特维斯、迪马里亚等攻击手在4场
比赛中仅打进4球，梅西更仅有1球进
账，与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

巴拉圭队近几年每况愈下，这支昔日
劲旅在巴西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上积分垫
底，沦为人见人欺的鱼腩。不过本届美洲
杯开始后巴拉圭却让人大吃一惊，小组赛
首战便2：2战平阿根廷，次战1：0力克牙买
加，末战1：1战平乌拉圭，以不败战绩挺进
8强。1/4决赛中巴拉圭1：1逼平夺冠大热
门巴西队，并最终在点球大战中连续第二
届将桑巴军团淘汰出局。 ■ 林永成

■ 美洲杯半决赛前瞻

夺冠大热门再遇挑战
昌江举办沙滩越野车赛

本报石碌6月30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陈
诗芳）6月27日至28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湿地公
园杯”越野汽车场地赛在该县昌化镇举行，这是昌
江举办的第二届沙滩越野车比赛。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昌江县“2014芒果飘香
昌江情旅游月”系列文体活动之一。活动由昌江
县文体局主办，昌江汽车运动协会（筹）、越野e族
海南大队昌江中队、海南丛林驱动越野俱乐部承
办，昌江湿地公园管理企业昌江西岸庄园有限公
司赞助。比赛采用天然沙滩作为赛道，来自省内
外的200多名越野车爱好者及100多辆参赛车辆
云集昌江参赛，比赛排名前8位的选手共同分享
总额4万元的奖金。

女足世界杯半决赛开战

德美提前上演决赛
7月1日上午，女足世界杯上演首场半决赛，

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德国队和美国队之战，被视为
提前上演的决赛。

美国队和德国队都是两届世界杯冠军得主，
目前排名世界前两位，德国2168分高居第1，美
国2158分紧随其后。这场代表当今世界女足最
高水平的较量出现在半决赛中，意味着有一支将
无缘决赛，令人多少有些遗憾。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胜负难料的对决，平均年龄
接近30岁的美国队大赛经验丰富、个人技术出众，
具有掌控赛场局势的能力。德国队的年龄结构更加
合理，三条线实力均衡，没有明显的缺陷。德国队似
乎更被看好，她们在前5场比赛中打进20个球，锐
利的攻击力将对有些老化的美国队构成不小威胁。

有趣的是，进入新世纪后，两队在世界大赛中已
两次在半决赛中相遇，获胜的球队都获得了冠军
——2004年奥运会，美国队在半决赛中经过加时赛
险胜德国，最终夺得金牌；2003年世界杯半决赛，德
国队3：0完胜美国，并获得了首个世界杯冠军。如
今，两队再次在半决赛中相遇，虽然结果难料，但谁
获胜谁夺冠的“定理”也许依然奏效。 ■ 林永成

6月30日，在美洲杯足球赛首场半决赛中，
智利队以2：1战胜秘鲁队，晋级决赛。图为智利
队球员比达尔（左）与对手拼抢。 新华社发

智利队晋级
美洲杯决赛

韦德宣布跳出合同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30日消息，热火队超

级巨星韦德正式宣布跳出下赛季价值1610万美
元的合同，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现年33岁的韦德与热火
队的合同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外界相信，韦德正
寻求一份为期3年平均年薪至少是1600万美元
的合同。韦德已在热火队效力长达12年，这期间
5次杀进总决赛，3次问鼎总冠军。近两年因为伤
病，韦德一共缺席了48场常规赛。 （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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