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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O电视台获26个奖项中的14个，成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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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卫小
林）对于动辄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电
影制作行业来说，投资200万元可否拍
出好电影？这也许会被大制作否认，但
悬疑片《心迷宫》却以200万元投资实现
目标而且未映先红，这是记者今天从海
南院线业内获悉的。

据介绍，《心迷宫》从去年7月27日
斩获第8届First西宁影展最佳剧情长
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开始，就走进了
获奖季，包括当年11月参加第51届台
湾电影金马奖斩获最佳原创剧本奖等，
在业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影评人称该
片是“中国版《罗生门》”、“中国的科恩兄
弟”，可见对其评价甚高。

“从9月19日起，这部电影已经在
上海、广州、南京、杭州、苏州等一二线城
市提前点映，观众惊呼非常震撼，”海南
一位院线界人士告诉记者，“听说这部片
子成本只有200万元，但故事、影像、声
音都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完全不像是一

部低成本电影，估计正式上映时会大受
观众欢迎。因为这是一部有着科恩兄弟
式的荒诞幽默风格、有着诺兰式高精度
复杂叙事结构、有着中国乡土特色气氛
的优秀影片”。

记者了解到，该片讲述的故事结构
非常复杂，一个想要挣脱父亲控制的青
年，在一次意外杀死了同村痞子而被迫
逃亡之际，却发现宿命早已将他和专制
的父亲紧紧连在了一起；一个饱受家暴
摧残的女人，在与情夫密谋杀夫后，可当
丈夫真的传来死讯时，情夫却矢口否认；
一个行为一贯正直的老村长，却在本性
面前犯了错误，一个污点让他竭力去擦
拭，却越擦越黑……

200万元低成本同样拍出好影片

悬疑片《心迷宫》未映先红
何平多伦多收获荣誉奖

据新华社多伦多9月20日电（记者晏忠华）
第40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20日落幕，爱尔兰与加
拿大合拍影片《房间》获电影节最高荣誉人民选择
奖，中国导演何平获首届站台竞赛单元荣誉奖。

本届多伦多电影节首次设立站台竞赛单元
关注世界艺术电影，由中国导演贾樟柯领衔评委
会。在入围这一单元的12部影片中，多伦多导演
艾伦·茨威格的作品《伤害》获得第一名，何平执
导的影片《回到被爱的每一天》与另外两位导演
共同获得评委会特别荣誉奖。

何平这部新片将于10月29日起全国上映。
何平说，该片讲述的是关于青春和爱情的故事，
反映中国很多年轻人到大城市漂泊的现实，相信
无数中国观众会从电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海口琼剧惠民演出收官
本报讯（记者许春媚）9月18日晚，2015海

口琼剧惠民演出第一季最后一场在海口市秀英
区东山镇东苍村举行，来自海口鑫鹏程琼剧团的
演员们为到场的500多位村民表演了古装琼剧
《寒梅芳心》，随着这场演出的结束，持续了一个
多月的海口惠民琼剧演出第一季正式收官。

作为今年海口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海口
琼剧惠民演出第一季总共集结了海口市琼剧团
以及云碧玉、鑫鹏程、琼山海艺等十多家琼剧
团。活动自8月8日启动后，先后在海口市人大
会堂、海口人民公园、海口市群艺馆及各社区文
化广场等地推出了12场琼剧演出，所推剧目包括
《张文秀》、《李三娘》、《浴血英魂》等。演出团体
所到之处，观者云集，大受观众好评。

该活动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指导，海口市文体
局主办，海南华人国际演艺公司承办。

华人文化携手华纳兄弟
本报讯 9月20日，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和美国好莱坞大电影公司华纳兄弟联合宣布，双
方共同出资成立旗舰影业，共同开发和制作华语
电影和英语电影，面向全球市场发行。

“面向全球市场的互利共赢，是未来中美电
影机构积极探索的合作方向。”华人文化董事长
黎瑞刚表示，“中国的电影娱乐市场正在呈现爆
发式增长，国际电影市场对中国题材的兴趣也在
不断升温。通过与华纳兄弟的合作，华人文化将
把世界一流大片的创意研发经验、制作发行体系
及技术运营手段，与中国的文化、人才、市场相结
合，打造中国电影面向国际的创新平台。”

据悉，旗舰影业由华人文化控股51%，华纳兄
弟持股49%。合资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在洛杉矶、
北京设业务分支机构，将开发、投资和生产一系列
主流华语影片和全球顶级大片。预计新公司出品
的第一部电影，最快将于2016年上映。 （钟新）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卫小
林）汤姆·克鲁斯真是票房灵药！由他主
演的《碟中谍5：神秘国度》（简称《碟中谍
5》）创下了内地进口2D电影的票房纪
录，但记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该
片虽然到今晚票房统计结束时能达到
7.9亿元，但本周五将面临徐峥新片《港
囧》挤压，票房上升空间已经不大了。

据介绍，《碟中谍5》从9月8日首映
并在当天创下1.17亿元票房佳绩后，共
用13天时间超越了《星际穿越》创下的
7.55亿元2D电影票房纪录，成为目前
中国影史上票房最高的进口2D大片。
两周来，该片由于只受到《小黄人大眼
萌》短暂的冲击，票房有所回落，但由于
近期其他影片都对其难以构成威胁，因

此一直称霸内地票房。截至今天，该片
依然在全国各大院线以28.9%的最高
排片比，总共上映了超过4万场，全天票
房超过2300万元，加上此前已经取得
的7.67亿元，全国票房将达7.9亿元。

记者了解到，作为一部进口大片，汤
姆·克鲁斯的《碟中谍5》并没有3D版，只
有2D版本上映，而2D版本与3D版本票
价有不小差距，因此，该片能在今天上映
满14天时创下7.9亿元票房，成为该系列
在中国内地的最高票房，足见其含金量。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本周五
即9月25日开始，徐峥导演并主演的新片
《港囧》就要上映了，这将对《碟中谍5》构
成巨大威胁，凭徐峥以往电影的人气和票
房影响，汤姆·克鲁斯也要俯首称臣了。

据新华社洛杉矶9月20日电（记
者张超群）第67届美国电视艾美奖颁
奖典礼20日在洛杉矶市中心微软剧院
举行，美国HBO电视台包揽超过半数
奖项，其电视剧集《权力的游戏》和《副
总统》分获艾美奖最具分量的剧情类和
喜剧类最佳剧集奖。

HBO电视台获得艾美奖全部26
个奖项中的14个，成为今年艾美奖的最
大赢家。在艾美奖历史上，还从未出现
单一电视机构捧得超半数奖项的情况。
今年HBO不仅有《权力的游戏》和《副
总统》分获4个奖项，还有《奥丽芙·基特
里奇》爆冷收获限制剧类别6个奖项。

《权力的游戏》是 HBO 电视台
2011年开播的热门剧集，5年来累计获
得83个艾美奖提名，最终获得其中26
个奖项。虽然此前获奖无数，但已经连
续播出5季的《权力的游戏》荣获艾美奖
剧情类最佳剧集大奖却尚属首次。

2012年开播的政治剧集《副总统》
在4年中共获得26个提名，揽入9个奖
项。《副总统》夺得喜剧类最佳剧集大
奖，结束了此前由《摩登家庭》连续5年

垄断该奖项的历史。
在剧情类奖项中，《广告狂人》男主

角乔·哈姆获得最佳男主角，打破连续7
年获该提名却始终无缘奖项的历史。
领奖时44岁的哈姆在感谢之余也不忘
调侃道：“此前绝对是一个大错误。”

美国广播公司出品的《逍遥法外》
的黑人女主角维奥拉·戴维斯第一次获
得艾美奖提名便摘得剧情类最佳女主

角，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个黑人演
员。“非白人女性与白人女性最大的差
别在于机会不均等，”戴维斯说。“在这
里我要感谢所有创作人员，是这些不同
寻常的人重新定义了黑人女性也可以
拥有美丽、性感，并富有领导力。”

此外，《权力的游戏》中的彼特·丁
拉基和《女子监狱》中的奥卓·阿杜巴分
获剧情类最佳男女配角。

喜剧类奖项中，亚马逊出品的剧集
《透明人生》男主角、71岁的杰弗里·塔伯
获得他的第一座最佳男主角奖杯。54岁
的朱莉娅·路易斯－德利法斯凭借在《副
总统》中的出色演出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这是她连续第四次因为在剧中扮演副总
统赛琳娜·梅尔获得这一奖项。此前路易
斯－德利法斯曾因出演《俏妈新上路》和
《宋飞正传》摘得艾美奖喜剧类最佳女主

角和女配角奖。托尼·海尔再次因《副总
统》获得最佳男配角奖，2013年他首次提
名艾美奖时便拿下该奖项。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极品老妈》中的阿丽森·詹尼赢得
了最佳女配角奖，这是她连续第二次获得
该奖，也是她的第七座艾美奖奖杯。

艾美奖今年还将迷你剧类别的奖项
统一更名为限制剧类，《奥丽芙·基特里
奇》中的男女演员理查德·詹金斯和弗兰
西斯·麦克多蒙德包揽了限制剧类最佳
男女主角奖项。

《碟中谍5》票房达7.9亿
本周五将面临《港囧》挤压

艾美奖分美国艾美奖和国际艾美
奖，前者是美国电视界最高奖，地位如
同电影界的奥斯卡奖和音乐界的格莱
美奖一样重要。后者要求参赛作品都
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

美国艾美奖由两个奖构成，通常所
说的艾美奖是指黄金时段节目艾美奖，由
总部位于洛杉矶的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
颁发；另外还有日间艾美奖，由总部位于
纽约的国家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

艾美奖

《心迷宫》剧照

获得24项提名的《权力的游戏》，最终获得了12个奖项。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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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三人篮球赛
在青岛一中启动

本报讯 9月19日，2015年肯德基全国青少年
三人篮球冠军挑战赛在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体育
馆正式启动。这项由肯德基与中国篮球协会共同
创立的篮球赛事已经走入了第十二个年头。今年，
该项赛事首次与中国教育学会合作，采取班级联赛
的模式吸引全国30大赛区的近3000所中学参与
其中，预计将会有超过22万名中学生参与。

结合本届赛事融入阳光体育，走近校园的特点，
启动仪式以“梦想课堂”为主题，划分为启蒙、养成、
梦想、实践四个段落。 （欣欣）

经过3天的比赛，2015年省趣味运
动会今天收兵。“我们收获了快乐、趣味
和健身，希望明年再参加这项比赛。”乐
东队领队李克强说。

本次运动会共吸引省内500多人、
21支市县区代表队参赛，和乐东队领队
持同样感受的参赛者大有人在，万宁队
获得了动感五环项目的一等奖，这是本
届运动会决出的第一个一等奖。该队
的欧阳小刚说，虽然比赛进行得有些紧
张激烈，但更多的体现出了快乐。在比
赛中，胜负已经不重要，全身心地参与

最关键。
省文体厅群体处处长刘平久说，趣

味运动会是一种在玩乐中进行体育锻
炼、在体育运动中进行玩乐的集体性活
动。它是注重趣味性、娱乐性、合作性、
观赏性和广泛性的一种体育游戏，以集
体参加游戏的形式让男女老少同时参
与的健身活动。

和其他比赛不同的是，趣味运动
会的赛场上听不到教练大嗓门的叫喊
声，也没见比赛失利后队员沮丧的神
情。与之相反的是，快乐和笑声是比

赛的主旋律。参赛者在猪八戒背媳
妇、赶猪赛跑等项目中“洋相”尽出，整
个赛场到处都洋溢着观众愉悦的笑
声。不过，趣味运动会看上去趣味十
足，不过真要在比赛中出人头地，没有
良好的训练是不行的。

刘平久认为，趣味运动会将“趣
味”融于“团队”中，注重个人的奉献和
集体的协作，既有考验团队合作精神
的集体项目，也有充分展示个人风采
的个人项目，既有需要较高技巧的项
目，也有非常消耗体力的剧烈运动。

它把大家从日常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
来，让大家彻底释放工作中的压力，充
分享受生活中的无限乐趣。压抑在趣
味中消逝，信心在运动中增强，集体的
力量也在无限的快乐中悄悄凝聚。“万
宁队之所以能获得5个项目的一等奖，
和他们的队员密切配合分不开。”刘平
久说。

这项举办了5年的比赛还可以办
得更接地气、更亲民。省文体厅副厅
长杨毅光说，省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参
与对象是广大普通群众，项目都是群

众喜闻乐见的健身运动项目。目前省
全民健身运动会与省运会一样都是以
市县来组队参赛，不过，明年将会在项
目设置、组队方式、竞赛形式方面有很
大改变，项目设置更倾向于普通百姓
的健身项目，组队方式可以是协会、俱
乐部，甚至是个人，竞赛形式将会多样
化，激发社会办赛的积极性和参赛的
积极性，出发点都是为了促进全民健
身运动的开展。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3天的角逐，2015年海南省全
民健身运动会今天在海南省高级体校
结束。万宁队、琼中队和三亚队名列团
体总分前3名。

万宁队获得5个一等奖，总分为74
分。琼中队获得两个一等奖，总分为
65分。三亚队获得两个一等奖，总分
为56分。

今天比赛决出了趣味椰子、五绳拔
河、同舟共济、心想事“橙”和提水抗旱
5个项目，这5个项目的一等奖分别由

屯昌队的符芳华、三亚队、儋州队、琼中
队和万宁队获得。获得团体总分第4
名至第10名的分别是五指山队、海口
美兰区队、儋州队、定安队、临高队、东
方队和海口龙华区队。

今年运动会亮点和玩法颇多，趣
味运动项目有动感五环、背“媳妇”、
同舟共济、提水抗旱、巧夹槟榔、男女
挑担障碍赛、抢种抢收、五绳拔河、心
想事“橙”、趣味椰子、顶棍、赶“猪”赛
跑等12项，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让
大家在运动中收获了快乐。为了突

出参与性，减少竞技味，本届运动会
组委会取消了金银铜牌的排名，取而
代之以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的奖
励方式。

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前身为
“海南省全民健身趣味体育运动会”，从
2011年至2014年已分别在澄迈县、万
宁市、儋州市、三亚市举办了四届，每年
有来自全省各市、县和海口四个区等代
表队的500多人参加。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海南省文体厅承办。

2015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落幕

万宁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快乐 趣味 健身
2015年省全民健身运动会三个关键词

据新华社巴黎9月20日电 2015
年欧洲男篮锦标赛决赛20日在法国进
行，小组赛跌跌撞撞的西班牙队以80：
63大胜立陶宛，欧锦赛最有价值球员大
加索尔在比赛中获两双，助西班牙队重
获欧锦赛冠军。

“这是个难以置信的冠军，”大加索
尔说。“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挣扎，但是
全队随后却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开始
振作，做出了很好的回应。我们知道我
们必须在防守上做得更好。”

在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西班

牙网球明星纳达尔的现场助威下，决赛
呈一边倒的态势。西班牙队在第一节
便领先13分，比赛过程中基本没有受到
什么真正的挑战。

大加索尔得到25分、12个篮板、4
次助攻和3次盖帽，且没有一次失误。

他随后也赢得欧锦赛最有价值球员。
“到了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还能有这般
表现，真是意义非凡，”这位 35 岁的
NBA芝加哥公牛队球员说，“这会让我
铭记一生。”

西班牙和立陶宛队将以欧锦赛
冠、亚军身份直接晋级明年的里约奥
运会。

此前的铜牌争夺战中，东道主法国
队以81：68战胜塞尔维亚队。

本次欧锦赛的第三至七名都将参
加奥运资格赛。

西班牙男篮80：63大胜立陶宛夺欧锦赛冠军

大加索尔：难以置信的冠军

海南民间羽球赛下月开拍
免费报名参赛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2015年“谁是球王”海
南民间羽毛球赛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和24日
至25日在海口举行，球手将免费报名参赛。

本次比赛设男女子组和家庭组3个组别，男
女子组设单打和双打两个项目，家庭组设混合双
打（夫妻双打、父母子女双打）。具备海南户口和
在海南工作并交社保一年以上的羽球爱好者均可
参加，参赛球手的年龄必须在16岁以上。比赛第
一阶段为分组循环；第二阶段为淘汰赛，每场比赛
采用3局2胜制。男女单双打和家庭组均录取前
8名，男女单打冠军奖金1000元，男女双打冠军
奖金为2000元，家庭组冠军奖金为2000元。报
名邮箱为xingjiaren8@163.com。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主办，省体育总会承办。

中超战报（第26轮）

富力1：2恒大

英超战报（第6轮）

曼联3：2南安普敦
利物浦1：1诺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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