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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再启澳洲专场
本报讯 近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宣布与

澳洲国家电视台SBS2达成合作关系，再次启动
了2015年第二个海外专场澳大利亚专场。

《非诚勿扰》从2011年确定举办海外专场后，第
一个落户的就是澳大利亚。据统计，那次专场总报名
人数达到2000多人，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各大电视
台、网站、报纸全程追踪报道，牵手成功率接近50%。

对于第二个澳大利亚专场，孟非表示，为什
么要做第二次澳大利亚专场呢？因为在澳大利
亚的华人群体非常庞大，他们中有很多节目的忠
实观众。 （欣欣）

胡歌上《一年级大学季》
本报讯 近日，湖南卫视第四季度品牌节目

《一年级大学季 》正在上海戏剧学院录制。知情
人士在微博中爆料称，上戏毕业生胡歌将担任指
导老师，重返校园。

与第一季《一年级大学季》聚焦学龄萌娃的启蒙
教育不同，第二季节目重点聚焦大学一年级艺术院校
新生的学习、生活等成长和蜕变历程。节目组选择与
有悠久艺术文化教育历史的上海戏剧学院合作，而上
戏向中国影视行业输送过大量表演艺术家，陈红、李
冰冰、陆毅、胡歌、宋佳等大牌明星会不会重返校园变
身执教老师，成了观众关心的话题。 （欣欣）

井柏然加盟湖南秋晚
本报讯 距2015年中秋佳节只剩半个月时

间，湖南卫视今年中秋晚会继日前确定古巨基、欧阳
娜娜、黄子韬等加盟后，9月14日再敲定了一位超人
气偶像井柏然，他将携手小女神欧阳娜娜对唱情歌。

据介绍，除了牵手欧阳娜娜对唱情歌外，井柏然
还将和现场的另一位超人气偶像互动，而且展示的
是他的拿手好戏。另外，井柏然近年来“手写微博”
中的清秀字体和金句，也让无数关注他的网友“路人
转粉”，“井柏然字体”更被收进字库，这次在湖南卫
视秋晚舞台上，他还将展示自己的书法。 （欣欣）

《寻龙诀》发3D预告片
本报讯 9月13日晚，由乌尔善执导的电影

《鬼吹灯之寻龙诀》在北京丰台万达广场首次发布
定制墙体裸眼3D预告片，铺满整个楼面的场面
让现场粉丝体验了片中的神秘惊险。

据介绍，作为国内第一次定制墙体裸眼3D
光影秀，《寻龙诀》独具创意地用了最顶级的视效
呈现了预告片。设计师通过巧妙设置摄像机和灯
光参数，使投射到建筑上的灯光产生恰到好处的
立体阴影效果，立体灯光纵横交错，打造出了盗墓
迷们最兴奋的专属奇幻效果。 （欣欣）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9月 10日
至12日晚，2015虎牌乐队龙虎榜海南
赛区决赛暨海口摇滚音乐啤酒节，在海
口世纪公园音乐广场激情上演，经过参
赛乐队的激烈比拼，宣布海南虎牌乐队
龙虎榜完美落幕。

据介绍，本届摇滚音乐啤酒节三
天时间里，9月10日晚举行的是2015
虎牌乐队龙虎榜海南赛区的决赛，9
月11日晚举行的是海南往届虎牌乐
队龙虎榜获奖歌手的演唱会，9月12
日晚举行的是海南赛区、北京赛区、深
圳赛区和成都赛区等地乐队参加的全
国半决赛。

其中，在虎牌乐队龙虎榜海南赛区
决赛晚会上，Leon band乐队摘得海
南赛区冠军，乐乐团获得亚军，这两支
乐队代表海南赛区，参加了9月12日
晚举行的虎牌乐队龙虎榜全国半决赛。

在9月12日晚举行的全国四大赛
区半决赛晚会上，海南、北京、深圳、成
都四大赛区的冠军和亚军乐队进入激
烈争夺，最终，来自成都的11乐队和来

自成都赛区的重庆乐队——加减乐队
脱颖而出，取得了全国总决赛的入围资
格，海南乐队没能延续往届的优势夺得
全国总决赛入场券。但海南赛区的优
秀乐队资源得到了充分挖掘，他们也获
得了与全国其他赛区优秀乐队同台竞
技的表演机会。

更令乐迷们兴奋的是，9月12日举
行的全国四大赛区海口半决赛晚会上，
著名摇滚巨星信莅临海口助阵了海南
的演唱，让广大乐迷和参赛乐队都感受
到了他演唱摇滚时的迷人魅力。

虎牌乐队龙虎榜始于2011年，相
较于前四届，本届比赛多了许多新生乐
队，给比赛带来了不少惊喜和碰撞。各
大类型乐队不拘泥于传统，敢于突破和
创新，让演出现场常常人气爆棚。

据悉，2015虎牌乐队龙虎榜全国
总决赛晚会，将于9月19日在湖南省
长沙市举行。

2015虎牌乐队龙虎榜海南赛区比
赛，由喜力酿酒（海南）有限公司和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主办。

本报讯 9月13日，好莱坞动画片
《小黄人大眼萌》（简称《小黄人》）在内地
公映，尽管上映时间比北美晚了两个多
月（北美是7月10日上映），但其首日票
房就拿下了1.23亿元，刷新了内地动画
片票房纪录。

据介绍，此前在内地没有一部动画片
的单日票房就能超过1亿元。此前的纪录
一直由《功夫熊猫2》保持，后者的首日票
房为6700万元；而前不久创下总票房近
10亿元的国产动画片《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首日票房还不到2000万元。（钟新）

首日票房1.23亿元

《小黄人》破动画票房纪录

本报讯 9月14日，电影《既然青
春留不住》剧组在北京举行主题发布
会，主演张翰、陈乔恩、施予斐、郭子千
及导演田蒙等主创集体亮相。张翰的
一句霸道发声让现场媒体炸开了锅：电
影不好看找我退票。

据介绍，刚刚在首尔电视剧颁奖典
礼上获得亚洲之星的张翰，当时以一身

亮眼的红色西服亮相，十分惹眼。张翰
在该片中饰演的空心校草王劲辉与陈
乔恩饰演的四眼大波学霸周蕙有一段
缘起大学时的青涩冲动，成就了一段跨
越10多年的治愈系爱情。

发布会上，张翰霸道发声：“电影
不好看全找我退票。”这引起了现场媒
体强烈兴趣，议论声顿时在会场炸开

了锅。张翰称，这部号称最懂青春期
的电影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
海国际电影节、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
上都曾受到嘉奖，业内给予了该片极
好的口碑，完全有望成为今年下半年
银幕上的“青春片种子选手”，“电影不
好看找我退票”。

（钟新）

根据男星吴若甫被绑架案改编

警匪片《解救吾先生》海口首映

海南虎牌乐队龙虎榜落幕 《既然青春留不住》在京举行主题发布会

张翰：电影不好看找我退票

本报海口 9月 14日讯 （记者卫小
林）根据内地男星吴若甫被绑架案改编的
警匪电影《解救吾先生》，今天下午在海口
海秀银龙电影城举行海南地区首映，在琼
的媒体记者、院线业内人士、影迷等共
100多人观看了该片。

《解救吾先生》由著名导演丁晟编剧并
执导，香港明星刘德华出演被绑架的内地男
星吴若甫，刘烨、吴若甫出演警察，东京国际
电影节影帝王千源出演绑匪头目。该片烧
脑的剪辑逻辑，让观众像在看一部推理片，把
主人公想象的心理画面差点与“现实”混为一
谈；然而紧凑的节奏，又让观众容不得有半点
休闲工夫；全片紧张激烈的情节，深深吸引着
影迷的眼球，只有偶尔夹杂的一点点笑谈，会
让观众暂时舒缓一下过分紧张的神经。

11年前的2004年2月3日，内地男星
吴若甫在北京朝阳区某酒吧门口被一伙假
扮警察的歹徒绑架，与他同行的朋友立刻

拨打110报警。北京警方立即组成专案组
开展抓捕歹徒工作，最终在绑架案发生22
小时后，在绑匪头目独自前来领取赎金时
被抓获，令该案轰动一时。《解救吾先生》就
是根据这件真实案件改编拍摄的一部警匪
片，但它又完全没有拘泥于真实案件的情
节和细节，因而影片拍得比真实案件更耐
看也更有韵味。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丁晟拍片并不多，
此前导演的最有名的电影，是成龙主演的
2010年贺岁片《大兵小将》、2013年警匪片
《警察故事2013》，以及刘烨领衔主演的《硬
汉》和《硬汉2：奉陪到底》。此次编剧并执
导《解救吾先生》，展示了丁晟在警匪片类型
上的独特追求，那就是快节奏地推进故事情
节，对正反面人物在心理刻画上有自己的手
法，叙事与心理同步剪辑，观众需要随时调
动各种信息才能将故事还原。

海南影院业内人士认为，虽然这部电

影请了刘德华来担当男一
号，但由于影片的叙事空间给
他的非常狭小，因此相比王千源
出演的绑匪头目，后者更出彩。大
家分析原因时表示，这也可能是编剧
和导演丁晟在编写剧本时对绑匪头
目考虑多过人质，因而王千源的剧情和表
演更有看头。

发行方影联传媒海南站相关负责人
介绍，影片中刘德华为同命相连的另一位
人质清唱歌曲《小丑》是真正发生过的，因
为当年吴若甫就这样对另一位人质杜庆
疆唱过《小丑》，是片方经过多次谈判后才
拿到歌曲《小丑》版权的。

据悉，《解救吾先生》将于9月15
日在海南、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58
座城市同时开启首轮共计300多
场的大规模点映，9月30日在
海南与全国同步正式公映。

全国足球业余联赛东区决赛

海南两支球队参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省足协获悉，

2015年中国足球协会业余联赛东区决赛，将于
10月1日至7日在省高级体校和海南大学举行，
海南海汉队和澄迈雷霆队将代表海南出征。

据介绍，本次东区决赛将有来自上海、江苏、青
岛、浙江、南京、广东、广州、深圳、厦门、福建等地的
代表队参赛。总决赛将于11月至12月举行，共有8
支俱乐部参赛。初次报名参加2016年中国足球协
会乙级联赛的俱乐部，将从2015中国足球协会业余
联赛总决赛（或大区赛）队伍中按成绩顺序产生。

海南海汉队由省足协与海南海汉足球俱乐部
共同组建，该队最有希望在东区决赛中突围，打进
总决赛。目前，海汉队已集训一个月。球队在磨
合技战术打法的同时，也积极加强体能训练。他
们上周与广州青年队进行了3场热身赛，全部获
胜。此外，为加强锋线冲击力，海汉队征召了曾入
选过国少队、国青队、上海申鑫的强力中锋江晓辰
和上海申花队的快马商隐。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今天，在四川成都举行的全国第九
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
运动会上，我省乒乓球残疾人运动员陈
飞战胜对手，获得了冠军。然而，其教练
王华福透露，与其他运动员不一样的是，
陈飞参与乒乓球训练仅1年时间，1年就
造就了一名冠军。

现年58岁的陈飞是一名智障残疾
人，是海口市府城人，从小喜欢打乒乓
球。多年前，因病导致智障，这对陈飞
及家人打击非常大，她好多事情都记不
起来，反应也迟钝。好在在家人呵护
下，她的病情慢慢地好转起来。

2014年，海南省乒乓球残疾人运
动队教练员王华福见到她后，希望她能
加入残疾人运动队，代表海南出战全国
比赛。

王华福告诉记者，之前就知道陈飞

会打球，而且水平还不错，因而希望她加
盟，这样会提高海南残疾人乒乓球水平。

“我能行吗？”面对教练的邀请，反应
迟钝的陈飞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担
心自己打不好。

后来，在教练鼓励下，她再次拿起乒
乓球拍，坚持了训练，不断与高水平的选
手进行交流，提高球技。

虽然陈飞得了智障，但她训练非常
认真刻苦。队友黎世强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认识陈飞的时间很短，但每次看她训
练时都很认真，每次都练得满头大汗。

在队里，陈飞是大姐大，但训练起
来，一点都不摆架子，训练强度一点都不
减，每天都坚持强化训练。

“乒乓球是我的爱好。”陈飞说，平时
除了休息之外，经常和老人一块玩乒乓
球，她觉得打乒乓球是锻炼身体的一种
方式，而不只是为了参加运动会。

一年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很好的回

报，陈飞获得了一块金牌。
“获奖了，开心吗？”记者问。
“还行吧！”虽然获奖了，但陈飞很淡

定，不愿意多说话。提起奖牌，她只是笑

一笑。她说，得奖是对自己前期训练的
一个认可，说明自己还行，在全国，还有
自己的位置。

（本报成都9月14日电）

本报成都9月14日电（记者洪
宝光）今天，四川成都市都江堰体育馆
刮起天涯旋风，参加第九届全国残运会
的我省羽毛球队传来好消息，继昨天战
胜其他对手后，在男子站立四级比赛
中，我省有三名男选手打进四强，将最
少获得2枚奖牌。

下午，首先进行男子站立四级比
赛，代表我省出战的符发正状态很
好，延续昨天好成绩，在对阵甘肃的
吴为民时，符发正轻松以2：0战胜对
手，首先进入前4。

此外，在男子站立四级比赛中，
黎永聪对阵湖北的项斌，他打得积
极主动，也轻松以2：0战胜对手，打
进前4。

随后出场的吴法新打得更有信
心和耐心，最终以2：1战胜对手刘忠，
成功进入前4。至此，在该项目中我
省有3名运动员进入前4，至少有1人
获得银牌，保证获得2枚奖牌。

除男子单打外，在男子双打中，
吴法新和吴民以2：0胜内蒙古选手，
也进入了双打前4。

在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会少儿国
际象棋混合团体赛前3轮比赛中，海南
队因为实力原因，不如对手强。“今天的
比赛尽管输了，但感觉不算很糟糕，对
手的实力很强。参加这种活动不光为
了成绩，也很享受和高手过招的乐趣。”
来自儋州的11岁棋手符儒君赛后说。

从小学开始接触国际象棋，符儒君
已有6年棋龄了。符儒君5岁开始学
下国际象棋，学会下棋后，每天都缠着
父亲和他杀两盘，刚开始父亲还能轻松
地战胜他。慢慢地，符儒君的父亲就不
是儿子的对手了。“从那之后，爸爸感觉
我在国际象棋方面有些兴趣和天赋，便
开始培养我学习国际象棋。”此后，符儒
君开始参加省内国际象棋比赛，他的国

际象棋水平进步也较快，他用了6年时
间达到国家业余等级第二级——候补
棋协大师。

在本次智运会省内选拔赛中，符儒
君一路过关斩将，入选海南代表队。这
是他第一次代表海南参加全国智运
会。在赛前一个月的集训中，他刻苦训
练，抓紧一切机会和教练过招。在海口
飞往枣庄的飞机上，他也没闲着，缠着
队友和他下了两盘。

符儒君说，国际象棋的乐趣不仅体
现在棋盘上，更体现在心理较量上。胜
负是暂时的，下棋给他带来的快乐才是
重要的。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枣庄9月14日电）

在本届智运会国际象棋比赛中，由
6人组成的海南代表队是一支不折不扣
的娃娃军，最大的棋手不超过14岁。在
少儿混合团体赛前三轮较量中，面对国
内老牌劲旅，海南队取得一胜两负，表现
出了顽强斗志。海南国际象棋经过17
年的发展，势头不错，但也存在隐忧。

省国际象棋队领队刘月清说，海南
自1998年开始推广国际象棋，经过17
年的普及，国际象棋受众人数达到30余
万人，全省有国际象棋协会等级证书的
棋手1500多人，棋协大师15人，13人
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目前，海南
共有10所小学、幼儿园被授予国际象棋
特色学校，现有国际棋联裁判2人，国家
级裁判3人。他说：“未来我们将继续在
海南中小学、幼儿园普及国际象棋，争取

三年后将海南国际象棋队从乙级升级到
甲级，再培养出本土高手。”

目前，海南已举办各类国际象棋比
赛50多次。最近几年，每年都会举办省
国际象棋锦标赛、棋王棋后赛和等级赛
三大国际象棋比赛。2013年底，在海口
举办了全国规格最高、人数最多、影响最
大的“李成智”杯全国青少年国际象棋冠
军赛。儋州也曾6次举办国际象棋特级
大师超霸赛，这些比赛对推动海南国际
象棋的普及和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海南小孩子悟性挺高，比较适合学
习国际象棋。但可惜的是，在他们最需
要提高技战术水平的时候，却缺乏高水
平教练的点拨。以至于很多有潜质的好
苗子半途而废，令人感到惋惜。”刘月清
说。今年上半年，省国际象棋协会请来

国内国际象棋名宿林峰担任总教练，训
练和指导我省一些有潜质的国象小棋
手。刘月清表示，培训效果不错，小棋手
们的水平普遍提高了。可惜的是，林老
因为身体原因，后来离开了海南，没能给
我省小棋手进行更多的指导。

国际象棋在海南的学校开展得较为
红火，但也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业内
人士。刘月清说，国际象棋在省内幼儿
园、小学普及程度较高，但在中学生中很
难开展下去。省内的比赛也仅限于幼儿
组和校园组，中学组的比赛很少能办得
起来。这和家长的观念有一定关系，大
部分家长认为，初中开始学业较重了，没
必要再学棋了。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枣庄9月14日电）

亚冠前瞻

最强恒大不惧柏太阳神
9月15日晚8时，亚冠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

比赛——广州恒大淘宝队将在主场对阵柏太阳神
队。球迷应该最兴奋了，因为最近连连得胜的广
州恒大队，无疑是史上最强的恒大队，那么再度轻
取柏太阳神队进入亚冠四强，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虽然柏太阳神队是日本历史比较悠久的球
队，而且战绩也曾有过辉煌，然而就在20天前的
8月25日，恒大队还是在客场以3：1轻取了柏太
阳神，这说明，恒大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尤其
是在换了斯科拉里3个月后，水土服了，球员调遣
顺了，恒大再也不像里皮撤走后那么“疲”了。一
个世界级名帅，将一个亚洲足坛劲旅调教到最佳
状态，这也就是他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了。

果然顺风顺水。在9月12日举行的中超第25
轮比赛中，恒大客场对阵上海上港队，在队内两员大
将郑智、郜林遭遇停赛不能出场的情况下，有不少球
迷都替恒大捏了一把汗，然而恒大却将上港打得满
地找牙，最终3：0胜了上港。这一仗打得及时，更打
出了恒大的威风，也恢复了恒大的威名。如今，埃尔
克森也伤愈复出了，柏太阳神的好日子就更不多了。

从历史成绩来看，恒大在亚冠比赛中共与日
本球队交手14次，战绩是9胜2平3负，明显占
优。从主场7次对阵日本球队看，恒大赢6场输1
场，败绩甚少，强势明显；至于对阵柏太阳神队，恒
大在过去5次交手中4胜1平保持不败，堪称柏太
阳神队的克星。如此看来，9月15日晚再战柏太
阳神队，恒大再下一城从而进入亚冠四强的可能
性就非常高了。 ■ 卫小林

不简单，训练一年就拿金牌
——小记我省智障残疾人乒乓球选手陈飞

我省羽毛球队3人进4强

普及程度高但缺乏高水平专业教练

海南国际象棋发展喜中有忧 海南国象棋手符儒君：

享受和高手过招的乐趣

陈飞夺冠后庆祝 本报记者 洪宝光 摄

《小黄人大眼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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