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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陈蔚林）
记者今天从省委宣传部获悉，8月4日起，
我省创作拍摄的3D电影《轩辕剑传奇》将
在全国各大影院同步公映。该片改编自
海南作家冷明权的长篇历史小说《远古大
帝》，由海南本土企业投资拍摄，是一部具
有国际水准的中美合拍3D影片。

据介绍，这部珍稀的中华民族远古
历史题材电影，将首次在银幕上全景式展
现出远古大舜帝的传奇经历，填补历史题
材电影中远古时代的空白，再现华夏五千
年文明起源的历史画卷，书写中华民族开
疆拓土恢宏壮阔的诗篇。影片以“舜寻历
山”为主线，讲述了舜一路披荆斩棘，一直

死命坚持着一般人根本坚持不了的东西，
历尽千辛万苦，最后终于找到历山的故
事。电影通过成功塑造舜“坚韧”、“执
着”、“永不服输”、“追逐梦想”的美好形
象，在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树立了平民成功的典范，激励人们为实现
自己的梦想而不懈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拍摄及制作全
程历时3年，后期特效由好莱坞团队制
作，是8月份国产电影中为数不多的大
制作影片。好莱坞著名导演、奥斯卡终
身成就奖获得者理查德·安德森评价该
片：“很有趣，娱乐性很强。你们的电影
很有乐趣，大家一定会喜欢。”

由海南作家冷明权长篇历史小说《远古大帝》改编

3D电影《轩辕剑传奇》明起公映

本报讯 抗战史诗大剧《东北抗日
联军》将于8月3日迎来收官，抗联战
神杨靖宇、赵尚志血染白山黑水，悲壮
的英雄战歌将落下帷幕。

《东北抗日联军》自7月4日登陆
央视一套黄金档，凭借正气凛然的民族
大义、饱满的英雄人物和明确的价值取
向，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收视
率持续飙升，人气口碑更是爆红。

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日本侵略军
制定实施了“肃清计划”，东北抗日联军

也迎来了历史上最艰难的“西征”。
1938年6月，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领
导的抗联大军，经过激烈突袭、林海雪
原的征战和外敌追击与内部叛变等多
重激战，周保中成功突围，杨靖宇、赵尚
志却最终因叛徒偷袭倒在了白山黑水
间，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
人，也成了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英雄。

据悉，继央视一套播出之后，《东北
抗日联军》还将陆续登陆黑龙江卫视及
深圳卫视黄金档联播。 （欣欣）

本报讯 8月2日，中央电视台原创大型励志
挑战节目《挑战不可能》登陆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
黄金档首播。

该节目由撒贝宁主持，董卿、周华健、李昌钰组
成“史上最不可能”评委团，共同见证奇迹。同时，挑
战者们也带来了诸多让观众惊呼“不可能”的挑战项
目。这里有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比如非洲古老游牧
民族马赛人登中国长城挑战“千里眼”，450名中国人
首次联合西班牙朋友共643人跨国挑战九层人塔；
这里更有平凡人超越潜能极限带来的震撼，比如社
区女神探最短时间内精准辨认足迹，66岁的巅峰勇
士现场挑战攀岩等，精彩看点非常之多。 （欣欣）

《挑战不可能》央视首播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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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联华盟文化
传媒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抗战史
诗电影《百团大战》，将提档至8月28
日上映。

日前曝光的1分26秒长“点燃复
仇之火版”预告片中，邓超饰演的爱
国将领张自忠一身戎装、目光坚毅，

以无奈而又坚定的语气喊道：“天津
没守住我走了；北平没守住我走了；
华北没守住……我走了。今天，我张
自忠，不走了。”

据悉，该片除邓超外，还有唐国
强、王伍福、陶泽如、刘之冰等实力派
演员一起合作，更有吴越、印小天等助
阵演出，将真实再现我八路军指战员
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场景。 （欣欣）

《百团大战》8月28日上映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卫小林）2015第
十四届精功（国际）模特大赛总决赛选手见面会，
昨晚在海口上邦百汇城举行，来自全国10大分赛
区的60余名选手亮相，宣布今年的总决赛将于8
月8日在椰城举行。

记者现场看到，当晚8时许，60余名活力四
射、青春逼人的男模女模们身着休闲装闪亮登场
时，现场数千观众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一场火
热又清凉的开场秀之后，选手们分批进行形体和
台步展示，在才艺表演环节，参赛选手按赛区演
出，有的表演舞蹈，有的表演歌唱，还有的表演小
品，尤其是来自南宁赛区的黄振中和搭档表演的
技巧节目，把他们曾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技巧比赛
的实力进行了完美展示，技惊全场。

据了解，本届精功模特大赛自1月20日启
动，海选、初赛、复赛和赛区决赛共历时6个月，从
全国10大分赛区脱颖而出的60余名模特精英，
于7月19日集结海口，开始为期半个多月的总决
赛培训，旨在争夺8月8日的全国总决赛冠军。

60名精功模特亮相海口
总决赛将于8月8日举行

本报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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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29日晚开进儋州市民文化广场，用20
个精彩节目吸引了数千观众驻足欣赏。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台演出以“激情·狂欢”为主题，晚会组织
者在节目样式方面大费苦心，仅歌唱方
面，就有独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喜欢你》、《李白》等，还有女子二人表演
唱《Carzy》、《日不落》，更有歌伴舞《相

亲相爱》，甚至情歌联唱《花房姑娘》、《水
晶》、《最炫民族风》，尤其是极具儋州特
色的调声互动节目《哥有情来妹有意》，
更是赢得现场观众极大的满足感。

此外，晚会还演出了相声《男朋
友，女朋友》、魔术《奇迹》、肚皮舞《舞
娘》、拉丁舞《拐角遇见爱》、舞蹈《俏花
旦》和《百老汇之夜》、钢管舞《飞》、情
景剧《我是大明星》等，丰富多彩的节
目样式和内容，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文化惠民直通车开进儋州
《梦想秀》今晚再展精彩

本报讯 由东鹏特饮独家冠名播出的浙江卫视
第九季《中国梦想秀》，本周一至本周四将播出去年
《中国好声音》选手帕尔哈提等人的故事，精彩继续。

来自乌鲁木齐的帕尔哈提因为喜欢音乐，不
顾父亲反对在酒吧驻唱。虽然不满帕尔哈提的做
法，但父亲最终还是选择支持他，并出资帮他开起
音乐培训班。登上《梦想秀》的舞台，对父亲心怀
愧疚的帕尔哈提会带来什么梦想？本周还有另一
位追梦人，他就是来自山东济南的皮鞋匠彭仕增，
曾为鞋厂高级设计师的他，有着一门制作手工皮
鞋的好手艺。为了将手艺传承下去，他自2013年
起开始制作微型皮鞋，至今已有100多双，这个怀
旧手艺人又会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欣欣）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白瀛）
“黑猫警长”系列动画电影的第二部《黑猫
警长之翡翠之星》将于7日起在全国上
映。制片方希望影片为老观众唤起“童年
记忆”，同时增添新观众的“童年记忆”。

《黑猫警长》本是1984年开播的系
列电视动画片，机智、勇敢、帅气的黑猫

警长率领警士侦破了一个又一个危害
森林安全的案件，令森林中的各种动物
得以过上安枕无忧的日子。

2010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
原来5集基础上改编推出了首部动画
电影，并加入“反恐”和“环保”等主题。

上海美影厂厂长钱建平2日在京介

绍：“《黑猫警长之翡翠之星》通过大银幕，
唤起‘70后’‘80后’观众的童年记忆和儿
时欢乐，也为‘90后’‘00后’孩子的童年
记忆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钱建平说，

“同时，在中国动画电影迎来90周年之
际，我们也希望带动电影票房提升的同
时，为中国动画产业注入信心和力量。”

《黑猫警长》续集主打“童年记忆”

《东北抗日联军》今晚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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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世锦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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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由于给国足征战东亚杯让路，中超
正经历两周的短暂间歇期。联赛还剩9
轮，各队正好可以歇一口气，蓄积力量
为赛季收官阶段的关键大战做冲刺准
备。从目前积分形势来看，本赛季的大
结局已露出一些可供揣测的端倪。

在上轮结束后，不少媒体已作出
国安已掉队的结论。其实国安也只落
后榜首上港 5 分，落后第三名鲁能 3
分，理论上还有大把机会追上争冠集
团。不过，让人对他们失望的是最近3
轮不胜的颓势，他们的排名也从榜首
一路下跌。

“BIG4”紧咬不久前还是争冠的主
旋律，就算注定会有球队掉队，很多人
都看衰表现不太稳定的山东鲁能。没
想到，本赛季表现一直稳定的国安，竟
然成为掉队的最大热门。国安滑坡，一
个原因是阵容不够深厚，在漫长的赛季

中，受伤病和疲劳的影响，战斗力率先
衰减；直观上的原因是，竞争对手在二
次转会中再洒重金引进强援进一步提
升实力，而口气很大的国安只是花了一
笔“小钱”买进了至今用不上的外援，实
力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看来，在如今
的中超要想称雄还得继续拼投入，本土
球员是指望不上的。现实点看，国安重
新对榜首位置发起冲击的难度极大。
国安本赛季在主场有着8胜2平的出色
战绩，但客场3胜5平3负、仅打入10球
的表现并没有体现出争冠的竞争力。

本赛季冠军演变成上港、恒大与鲁
能“三国演义”的可能性很大。补充了
吉安的上港主力阵容越发强大，纸面上
已具备争冠竞争力；但他们的替补阵容
深度与恒大和鲁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
差距。恒大在剩余联赛中最大的不利
情况是“9战7个客场”，不过，根据恒大
本赛季前8个客场6胜1平1负的战绩
表现来看，这种不利更多是理论上的；

对恒大影响更大的恐怕是要为亚冠分
心。鲁能的最大不利还是“缺乏稳定
性”，他们还没有证明自己已变成一支
攻守均衡的稳定球队。

在降级区，申鑫近3轮体现了一定
反弹力，但他们前面挖下的坑太大，很
难填补。目前仅积 11 分的申鑫，看来
已提前锁定一个降级席位。另一个降
级席位看来要“难产”，目前有多支球队
参与“竞争”。从各方面情况来看，绿
城、泰达和辽足最终可能成为降级候
选，而辽足处境最为危险。辽足前 21
轮净负 16 球的数据仅好于申鑫，净胜
球多少通常是最直观体现球队攻防实
力与竞争力的数据，
辽足的情况不得不
令人担忧。当然，辽
足的保级经验比较
丰富，但愿这些经验
能帮助他们再一次
逃生。

歇一口气，冲刺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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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热身赛

海汉队2：1红色战车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王黎刚）今天下

午，省高级体校足球场上演了一场热身赛，海南海
汉队对阵海口联赛冠军红色战车队。最终，海汉
队2：1小胜红色战车队。比赛吸引了1000多名
球迷到场观战。

上半场，海汉队控制了局面，无论在控球时间
还是在射门方面，都占据了主动。上半场，海汉队
以2：0领先。下半时，红色战车队大举压上，控球
时间明显增加，有威胁的传球增多，29号球员中
场一记精彩的吊射得分。下半场双方拼抢激烈，
海汉队一名球员因严重犯规被红牌罚下，但红色
战车队最终没能扳平比分。

狼堡点杀拜仁夺超级杯
据新华社柏林8月1日电（记者王东）2015年

德国超级杯足球赛1日晚在沃尔夫斯堡进行，上赛
季联赛冠军拜仁慕尼黑队和足协杯赛冠军沃尔夫
斯堡队战平后进入点球大战，“狼堡”守门员卡斯蒂
尔斯在第二轮奋勇扑出拜仁中场大将阿隆索的点
球，确保沃尔夫斯堡队以总比分6：5击败拜仁。

第49分钟时，拜仁队员科斯塔带球沿左路下
底传中，罗本打进了久违的进球。丢球后的沃尔
夫斯堡队向拜仁发动潮水般的攻势，第89分钟
时，德布劳内带球沿右路下底传中，替补上场的丹
麦国脚本特纳及时抢到落点劲射入网。

东亚杯男足比赛8月2日晚在武汉开战，中国队在首场比赛中0:2不敌以年轻
队员出战的韩国队。在另一场比赛中，同样以年轻队员出战的日本队以1：2不敌朝
鲜队。图为中国队员吉翔（前）与对手争顶头球。 小新发

东亚杯男足比赛开战

中国队0:2不敌韩国

本报讯 喀山游泳世锦赛游泳比赛
8月2日开战。在北京时间8月2日晚
上进行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杨在最后
100米超越英国选手盖伊，以3分42秒
58成功卫冕，为中国队夺得本届世锦赛
的首枚游泳金牌。

孙杨成为继前苏联名将萨尔尼科夫
和澳大利亚巨星索普之后第三位在世锦
赛男子400米自由泳项目上成功连庄的
选手，他的个人世锦赛金牌数也达到6枚。

孙杨以预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决赛。
和预赛时一样，孙杨的头号对手还是英国
人盖伊。盖伊在前半程发挥不错，始终领
先孙杨一点游在最前，而孙杨则从容应对，
既不让盖伊拉出自己太多，也不给其他选
手超出机会。100米结束时盖伊领先0.10
秒，200米游完后领先0.04秒，300米时领
先0.02秒。最后100米，孙杨出击！他一
加速，立刻就超越盖伊。英国人当然想追，

但当孙杨的速度出来后，盖伊无能为力。
最后100米孙杨如鱼雷般快速前

行，游到350米时，孙杨已反超盖伊0.43
秒。最后的50米，孙杨劈波斩浪奋勇前
进，最后他以领先盖伊一秒多的巨大优
势，第一个触壁。盖伊以3分43秒75的
成绩获得亚军，加拿大选手科克兰以3
分44秒59的成绩获得第三名。

在北京时间8月2日进行的男子游
泳百米接力比赛中，由宁泽涛领衔的中
国队首次在世界游泳锦标赛上进入决
赛。这是中国男子百米自由泳接力第一
次进入世界大赛的决赛。进入决赛后，
中国男子百米自由泳接力已经获得了里
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跳水比赛进入第十日的角逐，在北
京时间8月2日晚结束的男女混合双人
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涵/杨昊发
挥稳定，以339.90分，领先第二名22.89

分的绝对优势为中国跳水队夺下在本届
世锦赛上的第9枚金牌。加拿大组合阿
贝尔/杜拉奇则获得银
牌，来自意大利的卡诺
托/维尔佐托获得季
军。

在2日凌晨结束的
女子3米板比赛中，重庆
姑娘施廷懋战胜队友何姿和
意大利名将卡格诺托、夺得女子
3米板金牌，收获了中国跳水队在
喀山世锦赛的第8金。卫冕冠军何姿
以不到7分之差获得银牌。

当日花样游泳项目收官，中国队获
得最后一个项目组合自由自选的银牌，
俄罗斯队夺得金牌。中国队在本届世锦
赛花样游泳比赛中总共获得6银1铜，创
历史最佳战绩。实力超群的俄罗斯队赢
得了全部9枚金牌中的8枚。 （小文）

喀山游泳世锦赛游泳比赛开战

孙杨卫冕400米自由泳冠军
北京申冬奥代表团凯旋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刘阳 陈菲
汪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率北京2022申办冬奥会代表团于2日下午回
到北京，受到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
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杨晶到机场迎接。

刘延东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此次申冬奥代表团吉
隆坡之行圆满完成了党、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
命。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表达了对申办成功的热烈
祝贺和办好冬奥会的殷切期望，给我们以巨大鼓舞。
回顾申办历程，申办成功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
领导，离不开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持，以及全体申奥人
的共同努力。我们要再接再厉、兑现承诺，谱写奥林匹
克新篇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做贡献。

郭金龙在讲话中向代表团全体成员表示热烈
祝贺和亲切慰问，向所有参与、支持冬奥申办的朋
友们表示衷心感谢。他同时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扎实有序地做好各项冬奥会
筹办工作，推动我国冬季运动的普及发展，努力办
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

夺冠后孙杨先是握拳庆祝，振
臂高呼，尽显王者霸气。 小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