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陈海冰综合娱乐新闻

■■■■■ ■■■■■ ■■■■■

本报海口9月 7日讯 （记者卫小
林）影院里越来越受欢迎的青春校园爱
情片又将有新作了，记者今天从海南几
大院线获悉，由陈乔恩和张翰领衔主演
的校园青春爱情片《既然青春留不住》
正式宣布定档10月23日上映。

据介绍，影片《既然青春留不住》所
展现的青春，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青春
期发展过程，片中几位主要人物从大学
时期的冲动、懵懂、狂放，到进入社会后
逐渐变得沉稳、踏实、懂得珍惜，可谓经
历了青春期必然经历的成长和蜕变，更
写尽了所有人都必然走过的告别青春、
直击岁月沧桑的人生历程。

在片中，张翰饰演的“霸道总裁”变
成了“学渣型男”，而陈乔恩扮演的“教
主女王”，也变成了“四眼学霸”。对比
陈乔恩和张翰两人以往的戏路，这部影
片可谓让他们产生了巨大突破。

记者了解到，该片的看点有两方

面，一是引发70后、80后感慨的成长伤
痛和怀旧记忆将感染影迷，二是幽默狂
放的校园喜剧桥段，将让观众从苦涩中
走出来，并将最终露出笑脸。

据悉，《既然青春留不住》先后参加
了今年6月举行的第18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和8月下旬开幕的第39届蒙特利
尔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因此在国际影
人中产生了相当不错的影响。《狼图腾》
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观看该片后
对其精彩段落也赞不绝口。

陈乔恩张翰演绎校园爱情
《既然青春留不住》定档10月

《既然青春留不住》剧照

本报海口9月 7日讯 （记者卫小
林）暑期档刚刚结束，票房热闹劲儿还
未过去，记者今天从海南几大院线获
悉，又一部即将大热从而令票房高涨的
进口大片、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碟中谍
5：神秘国度》（简称《碟中谍5》），将于9
月8日开始在我省各大影院热闹开映。

据介绍，为了迎接这部票房大片的上
映，我省各大影城都已安排了该片在今天
深夜（8日凌晨）点映该片。比如海口中
影南国影城就安排了3场，海口中视国际
影城安排了6场，而海口万达等其他影城
也都安排了最少两场点映。同样，三亚的
中视国际影城、万达影城海棠湾店等都安
排了2场点映，甚至琼海的中影国际影城
也安排了2场点映。至于8日白天和晚
上，上述所有影城都开足了马力，在点映
场之外，有的安排了10多场，有的甚至安
排了20多场，全省各大影城，基本都把目
光盯在了《碟中谍5》上。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家之所以对
《碟中谍 5》这么看好，原因是多方面
的。一来该片已于7月31日在北美上
映，很快引发全球影迷热情追捧，票房
成绩屡创新高，目前该片全球票房已超
过5亿美元，成了“碟中谍系列”电影中
票房成绩最高的一部；二来《碟中谍5》
除了出品方是美国的派拉蒙影业公司
外，其余4家全都来自中国，包括马云的
阿里影业、万达影业、央视电影频道的
1905影业和当代东方，这让业内人士对
它更感亲切；三来该片美方人员也非常
重视中国的上映，9月6日，该片导演克
里斯托夫·迈考利携主演汤姆·克鲁斯、
丽贝卡·弗格森还特地来到上海参加了
中国首映礼，既与影迷互动，也与中资
方人员会晤，场面非常鼓舞人心。

记者了解到，自第一部《碟中谍》于
1996年5月22日在美国上映起，“碟中
谍系列”电影拍了将近20年，至今已出

品了5部电影，对于还能不能继续拍下
去的问题，影迷都十分关心。在昨天于
上海影城举行的中国首映典礼上，阿汤
哥直接告诉中国影迷，未来“碟中谍系
列”还能拍到第6部、第7部，甚至拍到
十几部都有可能，他想拍到90岁，直到
身体不允许为止。

业内人士还表示，现在的“碟中谍
系列”电影越来越好看了，这主要是因
为该片主演汤姆·克鲁斯越来越努力，
他不仅在拍摄过程中事必躬亲，多危险
的镜头他都要亲自上阵拍摄，坚持不用
替身，其拼命三郎的形象，使他也越来
越像好莱坞的“成龙”了，电影也越来越
硬朗和充满激情。比如《碟中谍4》里，
他就亲自爬上迪拜塔完成危险动作，而
在《碟中谍5》中，他又亲自爬上飞机为
观众呈现惊险刺激的镜头，至于摩托车
飞驰、高难度打斗等动作戏，汤姆·克鲁
斯更是亲力亲为，给影迷带来了惊喜。

本报讯 由照明娱乐和环球影业
联合出品的动画电影《小黄人大眼萌》
将于9月13日以3D、IMAX3D格式
在中国内地上映。9月7日，该片曝光
了三款终极海报，小黄人们延续搞怪
萌贱路线，不仅把自己挂在晾衣绳上，
还要骑上摩托车，邀你一起萌翻天下。

在第一款海报上，小黄人鲍勃把
自己挂在晾衣绳上，身体力行地诠释
何为“萌萌哒”，而另外两个小黄人凯
文和斯图尔特，则裸背站在晾衣绳下，
看着自己的吊带裤挂在绳上迎风飘
荡，兄弟俩衣不遮体却又无可奈何。

同时发布的另两款海报上，小黄人
们驾驶起了马力十足的摩托车，并花哨
地耍起摩托车翘头炫技，三个小黄人表
情各异，斯图尔特一马当先，充分显示
了叛逆青少年的个性；大哥哥凯文则将
自己的领导力发挥到底，他拼命抓住斯
图尔特以免他冲得太远；最小的鲍勃最
不受控制，他单手拉着凯文的背带，脸

上挂着无所畏惧的嬉笑神情。三个小
黄人，将演绎一场冒险之旅。

据悉，《小黄人大眼萌》是由《神
偷奶爸》系列衍生出的动画电影，在

《神偷奶爸》系列中，搞怪耍宝的小黄
人们首次在电影中担纲主角，讲述他
们在遇到格鲁之前发生的一系列搞
笑故事。 （欣欣）

《小黄人大眼萌》13日上映

《小黄人大眼萌》剧照

4家中国公司参与投资

《碟中谍5》今天全省热闹开映

《碟中谍 5》
里的汤姆·克鲁斯

汤姆·克鲁斯
在《碟中谍 5》里
玩起了爬飞机

《魔镜3D》盯上国庆档
本报讯 华语惊悚片《魔镜3D》日前宣布改

档9月25日上映，旨在成为中秋国庆超级黄金档
里的一部现象级惊悚电影。

在最新曝光的《魔镜3D》终极海报中，一名妙
龄女子的眼睛、耳朵和嘴分别被四只瘦骨嶙峋的

“鬼爪”捂住，令人联想起《论语》中的古训“非礼
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画面中视觉、听觉、
味觉三种感官功能的丧失，让女主角更加惶恐。

由中国、泰国、韩国三国导演打造的《魔镜
3D》，将在中秋国庆档期里与《港囧》、《九层妖塔》
等国产电影一较高下。 （欣欣）

湖南卫视筹备中秋晚会
本报讯 2015年中秋节将至，湖南卫视中秋

晚会也在如火如荼地筹备当中，今年晚会主题定
为“花好月圆人长久”，首位嘉宾名单近日公布，
在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二季节目中有出彩表
现的香港歌手古巨基将重返湖南卫视中秋晚会。

对于古巨基在中秋晚会上的节目设计，导演
组有很多想法，会唱会跳、会表演会主持的古巨
基，究竟采取哪种方式表演，导演组有一个大胆决
定：让古巨基从开场一直表演到结尾，凡他擅长
的通通都在中秋晚会上呈现出来。 （欣欣）

《芝麻开门》四校争霸
本报讯 本周二晚，江苏卫视《芝麻开门》将

迎来名校争霸赛决战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
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所国内名校将进行最后对决。

经过前四轮晋级赛，这四所高校脱颖而出，
四所名校分为四队，每队两人，他们都是学校里
的精英才子，其中不乏高学历和高颜值的学子，8
位精英代表在决战之夜背水一战，因为他们都是
以学校之名而战，所以精彩不在话下。

本次名校争霸赛大奖更任性，在决赛中只要赢
得最终胜利成为总冠军，他们不仅能捧回场上所有
奖品，还可以收获5万元求学奖学金。 （欣欣）

《原来是你》呼之欲出
本报讯 江苏卫视王牌节目《蒙面歌王》掀

起“蒙面季”后，“蒙面”将持续下去——大型明星
易容真人秀节目《原来是你》呼之欲出。

据介绍，《原来是你》有三大亮点，一是全新
容颜换张脸，这一环节由好莱坞一流特效团队加
盟幕后制作，将使“蒙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二
是新颜全情投入露真情，参加《原来是你》的明星
嘉宾易容后成了素人，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真情演
绎；三是将带来各种想不到的惊喜，为完成这一
环节，节目组煞费苦心，每期节目光场景布置就
不亚于一部微电影。 （欣欣）

国足VS马尔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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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晚，中国国足将在沈阳迎来和马
尔代夫的世预赛亚洲40强小组赛的第3
场比赛。国足在上一场比赛中被中国香
港0：0逼平，面对鱼腩马代尔夫，国足必
须要取胜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取得净胜
球，以求在小组赛中占据一个有利位置。

9月3日的世预赛第2场比赛中，中
国队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半场4次击
中门柱，但仍然无法攻破对手的球门，和
中国香港0：0战平。2场比赛过后，中

国队1胜1平拿到4分，而中国香港3战
2胜1平拿到7分排名榜首，小组最大的
竞争对手卡塔尔在15：0大胜不丹后，小
组赛2战全胜积6分。在只有小组头名
才能确保进入12强赛的情况下，国足将
士们现在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国足小组赛最大的对手是卡塔尔
队，尽管我们还未与卡塔尔交手，只要打
好接下来的比赛，依旧有机会以小组第
一的身份出线。在客场对阵中国香港以

及两战卡塔尔的比赛前，国足应稳扎稳
打，这次面对马尔代夫，国足务必要踢出
酣畅淋漓的比赛。这场和马尔代夫的比
赛，国足必须要赢球，这是首要任务。另
外就是必须取得尽可能多的净胜球，中
国香港目前有9个净胜球，而卡塔尔有
16个净胜球，而国足只有6个。要想最
终拿到一个有利位置，必须取得尽可能
多的进球，这才是国足在本场比赛的最
大目标。

国足要警惕马尔代夫队，虽然马尔代
夫队前2场比赛均输球，但他们在首场的
主场比赛中，只是在补时第9分钟才丢球，
最终0：1惜败给卡塔尔。在客场对阵中国
香港，他们也是直到第63分钟才丢球，最
终以0：2输球。因此，对阵马尔代夫，国足
需要尽快进球，打消球员们的紧张感和浮
躁情绪。如果上半场迟迟无法进球，那么
进入到下半场，国足很有可能重复上一场
对中国香港的节奏。 ■ 王黎刚

世预赛主场迎战鱼腩马尔代夫

国足务必要多捞净胜球

■ 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只用了29个月，郎平把深陷危机的
中国女排重新带回世界之巅。在2015
年世界杯赛的征途中，郎平用来打天下
的是“七种武器”。

第一件武器是“王牌攻手”朱婷。本
届世界杯既见证了郎平的王者归来，也
目睹了朱婷的君临天下。52.07％的扣球
成功率技压群芳，MVP的殊荣实至名
归，朱婷已跻身世界最强主攻手行列，在
世界杯拦网排行榜上也高居第三。在中
韩之战的危急时刻，朱婷单骑救主。最
后的中俄、中日决战，朱婷分别拿下29分
和27分。在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中，她
是最值得信赖、效率最高的“王牌”。

第二件武器是“全能战士＋发球机
器”张常宁。未满20岁的张常宁虽然尚
显稚嫩，一传也还不太稳定，但她也是中
国队再度捧得世界杯的关键人物。在惠
若琪因病缺阵的情况下，她初挑大梁，填
补了惠若琪留下的空缺，还能较好地在
主攻和接应两个位置上切换，实属难能
可贵。发球榜第一、扣球进前十、得分第
11，张常宁也是本届世界杯成长最快的
年轻队员。

第三件武器是“夺命双姝”丁霞和刘
晏含。在杨方旭受伤、张常宁重回主攻
位置之后，郎平找到了由替补二传丁霞
和替补接应刘晏含组成的“三点换两点”

的解决方案。在中塞、中俄这两场关键
战中，她们都上演了联袂登场、扭转战局
的好戏。末战日本，丁霞又在第三、四局
挑起组织进攻的重任，功不可没。

第四件武器是“网上长城”颜妮、杨
珺菁和袁心玥。副攻是中国队目前最具
深度的位置，1米99的袁心玥、1米92
的颜妮和1米90的杨珺菁组成了新的

“网上长城”。中日、中俄之战，她们轮番
发力，让郎平的用兵有了更多的选择和
变化。

第五件武器是“新不死鸟”林莉。去
年世锦赛中国队自由人的问题比较突
出，郎平在年初大集训征调6名自由人
之后从中选择了林莉和王梦洁。综观整
个世界杯赛，以主力身份出战的林莉发
挥比较稳定，一传没有出现太大波动，防
守也可圈可点。

第六件武器是“中国队长”曾春蕾。
虽然没有“美国队长”那么广为人知，虽然
整个世界杯赛期间状态也略有起伏。但
是，曾春蕾还是配得上从惠若琪手中接过
的队长袖标，发挥了一名老队员的作用。

第七件也是最重要的武器是郎平自
己。无论是排兵布阵还是临场调度，郎
平都展现出了世界名帅的风采，中塞、中
俄两战更是体现郎平指挥艺术的经典之
战。无论场上形势如何变幻，郎平始终
心静如水，达到了“手中无剑、心中有剑”
的境界。 （新华社名古屋9月7日电）

郎平的“七种武器”
2016欧锦赛预选赛
荷兰不敌土耳其

9月6日，在土耳其科尼
亚举行的2016年欧洲足球
锦标赛预选赛A组的一场比
赛中，荷兰队客场以0：3不敌
土耳其队。

图为荷兰队球员纳尔辛
（右）和土耳其队球员埃尔金
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海南围棋队际赛结束

三亚队获得冠军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王黎刚）2015海南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围棋队际赛昨日在文昌结束。
三亚队获得冠军，文昌队获亚军。

本次比赛有海口市队、文昌市队、三亚市队、
万宁市队近50名围棋高手参加比赛，赛程为时两
天。比赛取前二名给予奖励，第一名8000元，第
二名5000元。

围棋队际赛是我省全民健身运动会的主要项
目之一。该项赛事是创新围棋比赛方式、将个人
运动转化为团队运动的新型赛制，它最大的魅力
在于增加围棋比赛的不确定性和趣味性，胜负变
数成倍增加，将围棋比赛由静态向动态方向发
展。比赛期间，有教练指导、集体研究、换人上场
等环节，参与面广，团队意识强，符合现代运动特
色，对围棋的普及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本次赛事活动由海南省政府主办，省文体厅
承办，省围棋协会、文昌市文体局协办。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苏斌）
2015世界围棋大师赛本选赛7日举行
了开幕式，将从8日开始为期3天的32
强战。

参加今年32强战的选手中，中国
选手占据11席，韩国有15名选手参赛，
这是2011年后第一次中国参赛选手人
数比韩国少。过往19届赛事中，韩国

12次夺冠占据优势。
今年赛事一大亮点是，来自美国的

选手洛克哈特业余七段通过此前进行的
海外业余选手之间竞争的“世界组”预选，
晋级本选赛，这在赛事历史上还是首次。

32强战采用双败淘汰制，参赛选手
通过抽签组成8组，每组4人进行比赛。
每组的两胜者或两胜一败者晋级16强，

即便选手输了一盘，也有机会晋级。
赛事自李世石在2007年和2008年

连续两届夺冠后，还没有选手实现卫
冕。有着韩国围棋“皇太子”之称的金志
锡九段自上届夺冠之后状态比较低迷，
他表示，棋手有高峰也有低谷，也会有运
气的成分。希望本次赛事能成为自己的
转折点，把状态调整好，实现二连霸。

2015世界围棋大师赛本选赛拉开帷幕

美国一业余棋手首次亮相

德约科维奇晋级美网八强
9月6日，在2015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

打八分之一决赛中，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以
3：1战胜西班牙选手阿古特，晋级八强。图为德
约科维奇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男单
西里奇3:1查迪
特松加3:0佩尔

女单
小威2:0康特维特

美网
战报

（八分之一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