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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卫小
林）10月因国庆档票房强劲，全国影市
一片红火。接下来的11月，进口大片
《007：幽灵党》、《饥饿游戏 3：嘲笑鸟
（下）》（简称《饥饿游戏3》）、《火星救援》、
《移动迷宫2》、《史努比：花生大电影》等
将陆续上映，预计影市也将不差，这是记
者今天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11月最先上映的美国大片
将是科幻惊悚片《移动迷宫2》，定于11
月4日公映。该片改编自詹姆斯·达什
纳撰写的同名科幻小说三部曲的第二
部，由该系列片第一部导演韦斯·鲍尔
继续执导。描写托马斯、米诺一行人被
带到一座神秘的庇护所后，所长詹森向
托马斯他们保证将把他们送到更加安
全的保护区，与其他对闪焰症病毒免疫
的年轻人一同居住。察觉事有蹊跷的
托马斯，大胆决定带领他的伙伴们逃出
詹森的掌控的故事。

紧接着，动画片《史努比：花生大电
影》又将于11月6日在中国与北美同步

公映。该片由《冰河世纪4》导演史蒂夫·
马蒂诺执导，意在为《花生豆》漫画诞生
65周年献礼。《花生豆》漫画由著名漫画
家查尔斯·舒尔茨创作，1950年开始在
报上连载，直到2000年才结束，半个世
纪里总共连载了17897格漫画，也是有
史以来由个人创作的最长漫画故事，也
是最流行的四格漫画。此次新版动画片
由查尔斯·舒尔茨的儿子克莱格·舒尔茨
任制片人，他将比父亲更加注重角色保
护，观众会看到一个经典的史努比形象。

11月13日，经典间谍片《007：幽灵
党》将上映，该片由好莱坞著名导演萨姆·
门德斯执导。他两年前就执导了上一集
邦德片《007：大破天幕杀机》，这位第72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
项大奖获奖者，这一次将让007扮演者丹
尼尔·克雷格率领拉尔夫·费因斯、娜奥
米·哈里斯、莫妮卡·贝鲁奇三大明星，为
影迷开启新一轮生死大战。该片讲述了
因为一条来自过去的加密信息，邦德逐步
揭开了一个邪恶组织的神秘面纱。

一个星期后，科幻动作片《饥饿游戏
3》又将于11月20日上映。在这部影片
中，盖尔成为反抗军的重要棋子攻打二
区，而凯特尼斯则被派往凯匹特，与皮
特、芬尼克等人刺杀总统斯诺。该片仍
由詹妮弗·劳伦斯、乔什·哈切森、利亚
姆·海姆斯沃斯、伍迪·哈里森等人主演。

11月25日，眼下正在北美热映的科
幻片《火星救援》也将上映。该片改编自
安迪·威尔2012年出版的同名科幻小
说，由美国男星马特·达蒙主演，描写马
特·达蒙饰演的航天员在非常好看的太
空荒野里的求生故事。该片虽然耗资
1.08亿美元拍摄，但在北美上映4周来

累计票房收入就达到了1.66亿美元，预
计它在中国的票房前景也将非常可观。

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好莱坞大片
外，还有欧洲片《绝命海拔》，国产片《剩
者为王》、《前任2》、《年少轻狂》等上映，
但显而易见，在如此多进口大片面前，
票房竞争将异常激烈。

本报讯 10月25日，情感电影《山河故人》
在京举行首映礼，导演贾樟柯携主演赵涛、张译、
董子健等出席。

首映礼现场众星云集，范冰冰、崔永元、胡军、
袁泉、陈鲁豫、程青松、郭京飞、焦俊艳等几十位各
界明星大咖到场助阵。各位主创与现场观众亲密
互动，分享了拍戏及各城点映的幕后趣事，尤其是
在首映礼上曝光的“山河之路”全球路演视频，从
戛纳到多伦多再到沈阳、长沙、北京等地，让影迷
感受到好电影的吸睛能力，也令现场所有人感动
不已。 （欣欣）

《山河故人》北京首映

本报讯 日前，一则“世界冠军长沙闹市街头
卖艺”的消息成了网友争相转发的热点。江苏卫
视明星易容真人秀《原来是你》节目组称，这位世
界冠军确实是体坛大咖，不过街头卖艺实为正在
录该节目。

节目组证实，所谓的“世界冠军街头卖艺”是
节目中录制的一个环节。为了达到神秘和惊喜的
效果，这位体坛大咖还让自己驼背了一下，掩饰了
自己帅气的外表和气质。这位神秘男子身高约在
1.9米左右，林丹？鲍春来？仲满？宁泽涛？节目
组称，该期节目将于本周三播出。 （欣欣）

运动员录《原来是你》

本报讯 10月25日晚，中央电视台倾力打
造的原创大型励志挑战节目《挑战不可能》第一季
完美收官。

该节目由撒贝宁主持，董卿、李昌钰、周华健
担任评委，一起见证了舞台上“不可能”的挑战。
在历时三个月的时间里，众多素人挑战者精彩亮
相，在节目中绽放夺目光彩，深受观众喜爱。

当晚播出的总决赛中，足迹专家董艳珍进行
升级挑战，仅凭足迹识别同卵四胞胎，并一一对
应，令全场起立为其喝彩。董艳珍以总票数233
票的绝对优势获得年度挑战王桂冠。 （欣欣）

《挑战不可能》收官

本报讯 10月26日，合家欢喜剧电影《从天
儿降》再发布一组风格鲜明的逃离熊孩子主题剧
照，宣布该片将于12月4日上映。

剧照中，四位鲜爸潮妈陈学冬、张艺兴、姜雯、
李小璐身着囚服一脸衰表情，手拿姓名板“锒铛入
狱”，逗趣呼应先行预告片结尾入狱的画面。帅霸
天欧阳俊文此番虽未露面，却更似看不见的幕后
黑手，让人自行脑补电影搞笑整蛊的剧情。导演
魏楠25日发微博正式向观众透露，《从天儿降》12
月4日“好事将近”。 （欣欣）

《从天儿降》发新剧照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卫
小林）虽然11月份基本由好莱坞进口
大片霸占了银幕，但有一部青春喜剧片
非常有望再造票房惊喜，它就是由郑
恺、包贝尔、孙坚组成的喜剧三宝主演
的《年少轻狂》，将于11月13日与好莱
坞大片《007：幽灵党》PK，这是记者今
天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历年的光棍节档期都会被
视为市场良机被各大片商抢占，今年光
棍节不靠周末，因此节后的11月13日
周五档自然火药味十足。这一天有《年
少轻狂》、《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和
《007：幽灵党》三部新片同步上映，按票
房惯性，007和《年少轻狂》最有市场。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
《捉妖记》开始，今年国产喜剧片崛起神
速，尤其《捉妖记》，竟以24.38亿元坐
上中国电影票房头把交椅。紧随其后的

《港囧》、《夏洛特烦恼》也分别以16亿元
和13亿多元成为抢眼大片，在这种背景
下，《年少轻狂》以郑恺、包贝尔、孙坚三位
喜剧明星来饰演黑客学霸周游、乐天囧神
邓小余和鲜肉导演胡多多，势必掀起“校
园三宝”新热潮，因此该片直接面对《007：
幽灵党》单键，未必会面临“灾难”，相反极
有可能借助国产喜剧片近日持续向好的
优势及自身话题，创下又一票房惊喜。

郑恺包贝尔孙坚组成喜剧三宝

喜剧片《年少轻狂》将战007
本报讯 日前，王思聪向北京朝阳

法院起诉女演员朱圣祎，称后者受访时
爆料王思聪“女朋友”以及评价不实侵
害名誉权，要求停止侵权、公开道歉、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

据悉，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朱圣
祎曾出演过《闺蜜》、《金童子》等片。今
年3月，她曾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王思
聪告上法庭，该案也同样是被北京朝阳
法院正式立案。事件的起因是，王思聪
在今年2月4日曾发微博称：“关于朱圣
祎为入上戏出卖闺蜜。小小年纪人品
极差，被老男人包养，把同学介绍给其
他老男人拿回扣……”朱圣祎认为，王
思聪的言论已对自己的个人形象和社
会评价带来恶劣影响，要求被告王思聪
立即停止污蔑、诋毁、丑化的侵权言论。

一眨眼半年过去了，如今王思聪诉

称，今年4月10日，朱圣祎在接受《娱
乐星天地》和《新娱乐在线》节目采访
时，称潘某是王思聪的女朋友，还表示
王思聪蓄意报复自己。在接受《南都娱
乐周刊》采访时，朱圣祎表示王思聪提
供的“酒有问题”。

这次，王思聪反过来指责朱圣祎肆
意捏造虚假事实恶意诋毁、中伤，对自
己的社会声誉和个人评价造成了极为恶
劣的影响和损伤，侵犯了名誉权。王思聪
的诉讼要求是：停止侵权，删除侵权视频
中涉案的内容，追回已发售的《南都娱乐
周刊》第13期并删除其所刊载的不实言
论；公开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

据悉，朝阳法院已于今年7月受理
王思聪诉朱圣祎案，8月14日承办法官
联系朱圣祎诉王思聪案中朱圣祎的代
理律师，该律师则称其不代理此案，建
议法官和朱圣祎经纪人联系。法官按
起诉书提供的朱圣祎联系地址通过司
法专邮寄送了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等
应诉材料，信件被退回。后法官联系朱
圣祎经纪人，其经纪人回应这是艺人个
人事务，其不知情亦不负责。（鲁韵子）

王思聪与女星朱圣祎互打官司
王思聪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

《007：幽灵党》《饥饿游戏3》《火星救援》《移动迷宫2》……

进口大片将称霸11月影市

《饥饿游戏3》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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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赛聚焦

本报八所10月26日电（记者王黎
刚） 2015“海南农信杯”第十届环海南
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结束了第7赛段
——三亚－东方的比赛。在终点前的又
一个大团冲刺中，来自台北RTS－森地
客洲际队的133号德国冲刺手托梅尔最
后200米从赛道右方突然加速杀出，在
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将聚集在赛段左侧
拼抢正酣的所有意大利冲刺手们超越，
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成为本赛段“黑马”，
获得赛段冠军。

意大利东南洲际职业队71号马雷斯

科和阿联酋迪拜跳伞车队113号帕里尼
分获赛段第二和第三。 总成绩方面，蓝
波－美利达车队的莫多洛继续拥有黄衫
和绿衫；而由于今天没有爬坡点，因此法
国马赛13-KTM洲际队法雷继续保有爬
坡王圆点衫；中国恒翔洲际队马光通依旧
披上亚洲最佳车手蓝衫；赛段敢斗奖则颁
给了乌克兰国家自行车队瑟吉亚。

第七赛段沿海南岛西南海岸线进行
全长165.7公里的比赛，共设有3个途中
冲刺点（第70.5公里、第90.2公里、第
126.6公里）。

台北RTS－森地客洲际队的托梅
尔今天异军突起获得赛段冠军。赛后，
他说很享受参加环岛赛的感觉。

记者：本场比赛你们车队只剩两名
车手在场上作战，你有想过拿下今天的
赛段冠军吗？

托梅尔：赛前我是肯定没有想到
的。不过在终点前我感觉自己的状态
十分不错，有机会冲击赛段冠军。

记者：今天最后时刻你从赛道左侧
发力冲刺，这是你的战术吗？

托梅尔：其实在冲刺时，我并没有
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在最后250米
时，我可以去冲刺了，我就从赛道中冲
了出来，我也看到其他冲刺手都在我的
右边，冲刺结束之后我也不是很确定自
己是不是赛段冠军。

记者：明天将迎来最难的皇后赛段，
你们队中剩下的另一位车手侯赛因是很
不错的爬坡手，你明天会全力去帮助他吗？

托梅尔：侯赛因在经历了前几赛段
的两次摔车后，身上有一点伤。我不很

确定他明天能表现得如何，我当然希望
他可以做得很好。

记者：你之前参加过很多欧洲的比
赛，而现在更多的是在中国比赛，这对
你有什么不同？

托梅尔：德国现在高级别的职业队
比较少，但是有很多的洲际队。我很享
受参赛环岛赛的感觉，也很高兴我能在
这里获得一些冠军。

本报记者王黎刚
（本报八所10月26日电）

第七赛段又见黑马冲出
RTS－森地客队托梅尔夺冠 莫多洛继续穿黄衫

托梅尔：很享受环岛赛的感觉

10月26日，参赛车手们在终点前展开激烈角逐。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10月26日，本赛段前三名在颁奖台上。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北京时间10月28日，2015-2016
赛季NBA常规赛打响。揭幕日当然要
制造足够的声势，上赛季总决赛球队勇
士和骑士都将出战。

上赛季总冠军勇士将坐镇主场迎战
浓眉哥戴维斯率领的鹈鹕队。勇士将在
此场比赛时举行总冠军升旗仪式，勇士
全队将会见证总冠军旗帜时隔40年后，
再次在自己的球馆升起。而上赛季夺冠
的球员，都将戴上精美的总冠军戒指。

本赛季勇士的阵容没有发生大的变
化，除了内线老兵大卫-李远走波士顿

之外，其他夺冠的核心成员都无一例外
留在了阵中。鹈鹕队的名单同样没有太
大变动，这支青年军仍将以戴维斯为绝
对核心。

上赛季勇士和鹈鹕总共交手8次，勇
士占据绝对优势，常规赛4场对决赢了3

场；季后赛首轮相遇，勇士4：0横扫鹈鹕。
新赛季的首次较量，鹈鹕得利用对手还未
完全进入状态的机会，争取扳回一场。

骑士将在主场迎战公牛。詹姆斯在
其职业生涯中，总共率领骑士打过8次
揭幕战，战绩糟糕仅仅取得了2场胜利，

上一次赢得揭幕战还要追溯到 2006
年。此战詹姆斯要率领球队打破揭幕战
战绩不佳的尴尬，同时以一场胜利吹响
再度冲击总冠军的号角。

过去三个多月，骑士通过不懈努力，
最终完整留住了上赛季争冠的核心成

员。但为此，球队老板新赛季“大出血”，
仅在奢侈税一项上，就要花费高达6000
万美金。骑士队的阵容比上赛季看起来
更为豪华，被普遍看好为夺冠最大热门。

不过，新赛季伊始，骑士队的健康状
况还是不理想，欧文依然在调养自己的
膝伤，乐福的肩伤也刚刚康复。此外，从
季前赛情况看，当家球星詹姆斯状态也
不理想，他只打了2场球，场均仅能得到
11分。面对难缠的公牛，詹皇与骑士队
或许还会陷入揭幕战输球的尴尬。

■ 林永成

新赛季NBA揭幕战明日打响

勇士要升冠军旗 詹皇不想再尴尬

首届全国青运会
出现兴奋剂违规

据新华社福州10月25日电 首届全国青运
会组委会25日通报，参加青运会的乌鲁木齐市代
表团某男子田径运动员被查出兴奋剂阳性。

据介绍，该名运动员在10月19日的赛内兴
奋剂检查中，A样本检测结果呈糖皮质激素（地塞
米松）阳性。接到阳性通知后，运动员声明放弃B
样本检测，并申请召开临时听证会。在听证会上，
运动员和相关人员对A样本阳性的有关情况作
出了解释说明。听证员合议后认为，运动员方对
阳性检测结果无异议，该运动员兴奋剂阳性成
立。首届青运会组委会决定取消该运动员首届青
运会参赛资格和所参加比赛项目的比赛成绩，其
他相关处罚将依据有关规定作出进一步处理。

汉密尔顿提前
加冕F1三冠王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25日电 在25日夺得
了F1美国站的冠军之后，汉密尔顿已经获得了足
够积分，这使得他成功卫冕本赛季的车手总冠军，
成就“三冠王”称号。

效力于梅赛德斯车队的汉密尔顿正赛排在第
二位出发，不过他在比赛的开始阶段就成功占据
第一位。在经过一系列的意外之后，他最终战胜
了队友罗斯伯格拿到了美国站的冠军。

汉密尔顿目前拿到了327个车手积分，已经拿
到本赛季10个分站冠军的汉米尔顿已经遥遥领
先，没有给其他车手反超的机会，锁定最终的冠军。

这个总冠军让汉密尔顿成为继杰克·斯图尔
特之后第二位赢得三个车手总冠军的英国人，同
时也成为第一个卫冕总冠军的英国人。

森林狼主帅患癌去世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25日体育专电 NBA

明尼苏达森林狼队25日对外宣布，球队主教练兼
运营总裁菲利普·桑德斯因癌症去世，享年60岁。

今年8月，桑德斯被查出患有霍奇金淋巴瘤，
随后他因化疗并发症住院。在新赛季还有一周即
将到来之时，森林狼队宣布桑德斯因病情恶化而
无法执教。仅一天后，桑德斯去世的消息传来。

在35年多的执教生涯中，桑德斯先后执教过
明尼苏达森林狼队、底特律活塞队以及华盛顿奇
才队，共取得超过1000场胜利，其在NBA执教的
17个赛季中，战绩为654胜594负。

NBA总裁亚当·萧华表达了桑德斯离世的悲
伤。他说：“今天整个NBA陷入悲痛，我们的朋友
和同事桑德斯永远地离开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
个巨大的损失。”

《火星救援》剧照

《年少轻狂》剧照
王思聪

朱圣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