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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卫小
林）今天上午在海口举行的海南省影视艺
术家协会换届大会上，记者从业内人士处
获悉，由中、法、韩三国明星组成的跨国明
星阵容，将“承包”上周开机拍摄的国产动
作喜剧大片《超级快递》故事演绎任务。

据介绍，《超级快递》由我国新锐导

演宋啸执导，陈万宁编剧，中国基美影业
出品。以电视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

“跑”出大名气的内地男星陈赫担任该片
第一男主角；素有“跑酷之父”美誉的法
国跑酷名家、曾在中国基美影业与法国
欧罗巴影业合拍的动作电影《暴力街区》
中担任演员的大卫·贝尔为该片第二男

主角；另外，该片还挑选了一位同样擅长
于奔跑的韩国神秘跑女，只是片方目前
不想公布她的芳名。三人将组成三国跑
男团队，为影迷奉献一部典型的中国味
道的喜剧动作电影。与此同时，著名华
人导演李安之子李淳，以及在《滚蛋吧，
肿瘤君》中有亮眼表现的女演员李媛等
人，都将在该片中担任重要角色。

记者了解到，《超级快递》讲述的故
事是，超级快递员马力在一次派发邮件
的途中，偶然卷入了一起神像争夺事件，
由此受到一位神秘性感女郎的协迫，被
逼共同去对付国际大盗格雷。然而在争
夺神像的过程中，这件表面上看上去简
单不已的失窃案件，却在不经意之间变
得朴朔迷离起来，所有片中人物顿时都
陷入了复杂纷繁的未知格局之中。

记者还获悉，由于《超级快递》的故
事背景涉及中国上海和法国马赛等地
区，因此，剧组将在我国上海和法国马赛

两地取景拍摄。为了给新锐导演宋啸保
驾护航，出品方基美影业特别邀请了《单
刀直入4》的摄影担任摄影指导，《快递
惊魂》和《走到尽头》的动作导演崔东宪
担任动作指导，《致命黑兰》和《登堂入
室》的艺术总监担任艺术总监，以此强大
的优秀班底，再加上优质的剧本和强大
的明星阵容，有望使《超级快递》成为中
国影坛上的又一匹黑马。

基美影业是一家国际化电影公司，由
于拥有雄厚的国际合作资源与传媒资源优
势，近年来先后参与投资、制作、协助推广
了《暴力街区》、《超体》、《飓风营救3》、《玩命
速递4》等多部电影大片，得到国内外影市
的广泛认可，也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品牌。
此次投拍《超级快递》这部国产动作喜剧大
片，基美影业一如既往地希望利用其国际
化制片体系助推国产电影全球化步伐。

据悉，《超级快递》预计最早于2016
年暑期档上映。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卫小
林）以票房大卖电影《疯狂的赛车》中出
演配角闻名的著名配角演员王双宝，这
回终于当上主演了。记者今天从海南
院线业内获悉，由他主演的喜剧电影
《囧贼》将于本周五在海南公映。

据介绍，《囧贼》主演除了王双宝
外，还有赵楚仑、王沛禄、郝婷婷等。
这部影片最令人感兴趣的看点，就是
男一号演员王双宝。他曾因在《疯狂
的赛车》中成功扮演笨贼姐夫而给观
众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过去一贯当
配角的他，这次却主动放弃那张给观
众印象深刻的笨贼脸，不再靠“脸”吃
饭，而是以“素人”形象现身，再次以一
个“囧贼”形象，为观众制造另一段“囧
贼”的喜剧故事。而曾在《古剑奇谭》
和《何以笙箫默》中有帅气演出的赵楚

仑，将在这部影片中搭档美女演员郝
婷婷演绎一对时尚情侣。

记者了解到，《囧贼》故事发生在
一对蠢贼兄弟档身上，二人偶得一对
文物花盆，得知其价值后，却阴差阳错
地丢了一个，另一个又打碎了。正在
二人恼火之际，他们竟然想到用绑架
勒索的极端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
失”。那么找谁下手呢？二人竟想到
了一位赛车手和白富美搭档，由此演
绎了一系列弄巧成拙又令人啼笑皆非
的喜剧故事。

据悉，该片笑点层出不穷，集杂耍
式滑稽喜剧元素于一片，比如三轮摩
托车追逐自行车赛车手的公路“飙车”
戏，无厘头的草根方言段子，阴差阳
错、张冠李戴的故事桥段等，将会让观
众在轻松愉快中观影。

“能夺得本赛段冠军我感到非常的
高兴，这是我8年来第一场单站胜利。
感谢队友们在今天比赛中给我的大力支
持。”阿斯塔纳车队车手泽依茨赛后说。

泽依茨表示，我们车队一直在大团
前方掌控比赛节奏，这可以让我更好地
执行车队给我的战术任务，在最后的进
攻中发挥我的实力。虽然在比赛中我也
希望自己可以在获得赛段冠军的同时能

够抢下黄衫，但很可惜没有成功。不过
在赛后穿上了蓝色领骑衫，我一样觉得
很荣幸。这是我本赛季最后一场赛事，
到目前为止我已参加了80天比赛，在环
岛赛中拿到赛段胜利也是很棒的。

泽依茨说：“我很感谢环海南岛赛组
委会邀请我们来到这里比赛。今年的9个
赛段难度非常大，距离也比较长。我个人
比较喜欢长距离的赛段，我是一名爬坡

手，前几个赛段车队战术还是以冲刺为
主。我个人觉得如果明年环岛赛可以多
增加一些爬坡赛段，那对我来说获胜的可
能也许会更大。”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五指山10月27日电）

本报五指山10月27日电（记者王
黎刚）2015“海南农信杯”环海南岛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今天结束了第八赛段的激
烈争夺。阿斯塔纳车队安德烈·泽依茨
在最后阶段成功突围夺得冠军。法国马
赛13－KTM洲际队朱利安·埃尔·法雷
和阿联酋迪拜高空跳伞队弗朗西斯科·
曼赛博分获赛段第二名、第三名。

第八赛段“海南矿业”东方——五指
山作为本届赛事名副其实的“皇后赛
段”，难度很大，长达204.8公里的赛段
中设有3个途中冲刺点以及3个一级爬

坡点，其中位于192.4公里处的最后一
个一级爬坡点距离终点仅12公里。

开赛仅数公里之后，随着爬坡路段的
到来，本赛段的正戏拉开序幕。乌克兰国
家队的波利沃大独自一人顽强前进，同时
不断为自己在冲刺榜以及爬坡榜上的积
分“添砖加瓦”，凭借神勇的表现共夺得全
部三个冲刺点以及两个一级爬坡点的第
一名，是当之无愧的赛段敢斗奖得主。比
赛进行到第186公里后，精疲力竭的波利
沃大无力继续支持，退回大团之后。阿斯
塔纳车队的安德烈·泽依茨独自一人抢先

通过第三爬坡点之后，继续在最后的下坡
路段遥遥领先，而身后的阿联酋迪拜高空
跳伞队的弗朗西斯科·曼赛博与朱利安·
埃尔·法雷紧追不舍。最终，下坡技术过
硬的安德烈·泽依茨成功将领先优势保持
到最后，独自一人单飞冲线，获得本赛段
冠军的同时，也抢过了亚洲最佳车手蓝
衫。另一方面，赛前不被看好的蓝波－美
利达车队冲刺手萨沙·莫多洛今天拼尽全
力以第24名过线，成功保住了黄、绿两衫；
法国马赛13－KTM洲际队的朱利安·埃
尔·法雷继续保有爬坡王圆点衫。

中法韩三国明星通力合作

《超级快递》开拍跨国跑男故事

以《疯狂的赛车》配角闻名

《囧贼》王双宝终当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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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马汽车连续
10年的赞助推动了环岛赛的成长。近日，
为表彰海马汽车多年来对环岛赛所做的
突出贡献，组委会特别为海马汽车售后服
务团队授予“最美环岛人”荣誉称号。

海马汽车集团总裁助理蔡锋表示，
作为环岛赛连续10年的唯一指定汽车
赞助商，海马汽车全力支持和服务环岛
赛，坚持将最新、最好的产品投入到赛
事的服务当中。

今年，海马汽车为组委会提供了最
能代表海马汽车“活力、科技、安全”品牌
形象的全新第四代福美来、新海马S7、海
马M8等明星车型，作为本次赛事的指挥
车、裁判车、通讯保障车以及公共维修
车。不仅如此，海马汽车还为赛事量身
打造了详细周密的技术保障方案，并派
出强大专业技术服务团队及售后服务团
队跟随车队，随时为20支队伍保驾护
航，以全力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海马汽车集团广告公关部副部长
徐真晓表示，“最美环岛人”这一奖项不

仅是对海马汽车的最好肯定，也是对海
马汽车的鼓励。接下来，海马汽车将以
更优秀的产品和技术做好环岛赛的服
务，为环岛赛也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作出最大贡献。环岛赛的高标准不仅
考验了海马服务团队的综合服务素质，
还锻炼了团队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反
应能力，在赛场所总结的一系列经验也
将用到日常服务当中，为海马车主带来
更加人性化的贴心服务。

作为中国品牌汽车的中坚力量，海
马汽车的产品价格也较为亲民。近日，
第四代福美来开展了疯狂的官方促销
活动：优惠1.2万元，只要6.29万元，就
可把福美来开回家。不仅如此，国家出
台的1.6升及以下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
于10月1日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购买
福美来可以省下3000元左右购置税。
新海马S7纵享版更以8.98万元的超低
价炫彩上市，同时海马推出的“0驾天
下”金融政策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让你
一步到位买到性能卓越的紧凑级SUV。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王黎
刚）2015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如
虎天翼·虎牌杯”海南业余羽毛球赛报名
通道昨天正式开通，全省羽毛球爱好者
纷纷踊跃报名，首日报名人数已突破
200名大关。还未报名的羽毛球爱好
者现可通过关注“喜力海南”官方微信
号了解赛事详情并根据指引提交信息
参与挑战。

报名系统将于11月 15日 18时关
闭，主办单位在报名队数达到一定数
量后，将根据场地实际情况提前截止
报名。本届赛事仅接受微信网络报
名，“喜力海南”微信号为官方唯一指
定渠道，参赛者有机会赢取高额奖金

及精美礼品。
本次比赛为期1个月，分两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为省级挑战赛，将于11月
21日至12月6日在海口举行，采用分组
循环、交叉淘汰制，设机关企业组、俱乐
部甲组和乙组三个组别，包含混合双打、
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4个项
目。第二阶段为全国羽毛球业余俱乐部
赛总决赛暨“虎牌杯”羽毛球俱乐部赛，

将于12月18日至21日在陵水举行，获
得省级挑战赛各组别第一名的代表队将
有机会晋级。

本届赛事由省政府主办，省文体厅
承办，省体育总会、喜力酿酒（海南）有限
公司、中国电信海南分公司协办。喜力
海南品牌市场部总监王磊表示，虎牌啤
酒进入海南后，深受海南人民喜爱。为
感谢海南消费者对虎牌啤酒的厚爱，推

动理性饮酒、健康生活理念，虎牌啤酒加
大了对体育赛事的关注。虎牌啤酒所倡
导的“敢玩不羁”精神，与羽毛球赛所展
现的体育精神十分契合，连续两年赞助
海南业余羽毛球赛，旨在让更多消费者
加入到该项体育锻炼中，与虎牌啤酒一
起“敢玩不羁”，追求属于自己的精彩生
活。王磊表示，希望“如虎天翼·虎牌杯”
海南业余羽毛球赛发展成为海南最具规

模和影响的羽毛球赛事品牌，“喜力海
南”官方微信公众号将全程发布赛事信
息，并定期开展有奖互动。

海南业余羽毛球赛开始报名
首日人数突破200名大关

“如虎天翼·虎牌杯”海南业余羽
毛球赛启动仪式

阿斯塔纳队车手泽依茨：

环岛赛难度大距离长

10年携手环岛赛

海马获“最美环岛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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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0月27日电（记者苏
庆明）昨天，浙江卫视真人秀节目《奔跑
吧，兄弟》（简称“跑男”）前来三亚进行
新一期录制。受节目组特邀，本报记者
前往现场探班，节目组从全国招募了
70名粉丝参与，这也是“跑男”录制过
程中明星和素人结合最紧的一次。

10月 18日，“跑男”节目组在北
京、杭州、广州、成都、哈尔滨5座城市
举办招募活动，召集素人粉丝一起和明
星录节目，得到6000余人响应。经面
试，最终共有70人幸运入选来到三亚。

在结束海口的录制后，“跑男”团于
10月26日奔赴三亚，带领70名热心粉
丝一起玩游戏“连连看”。在分组环节，
粉丝们10人一组组成队伍，由7位明
星带领，与偶像一起疯玩。现场，有健

身教练出身的粉丝与偶像比拼肌肉，护
士粉丝对偶像开展“人工施救”，大家各
施所长，气氛热烈。

在接下来的游戏环节，各组明星纷
纷展现“绝技”。邓超现场大秀舞技，甚
至不停捣乱，被称完全展现“逗比”本
色。王祖蓝也不甘示弱，带领一众人进
入“祖蓝式”妖娆舞蹈中。新加盟节目
的小鲜肉鹿晗，虽然话不多，但玩起游
戏来认真投入，散发着一股青春气息。

这期节目让“跑男”粉丝兴奋不已，
有人表示，与明星齐心协力完成游戏，
感觉就像家庭一样。而“跑男”栏目组
相关人士表示，此次邀请70位粉丝参
与节目录制，是星素结合的深度尝试。

“我们希望观众不仅是看节目，也有机
会参与其中。”该负责人说。

新一期“跑男”在三亚录制
70名粉丝与明星亲密接触

杨紫长大扭“秧歌”
本报讯 很多人对杨紫的印象依然停留在

《家有儿女》里的小雪阶段，然而在由郭靖宇导演
的年代传奇大戏《大秧歌》中，杨紫却已经长大
了，并且彻底告别了小雪那种青涩，成功挑战剧
中女一号并且扭起了“秧歌”。

杨紫7岁进入演艺圈，《孝庄秘史》里可爱伶
俐的小宛如，《少年康熙》里的小冰月，都曾让人
眼前一亮。尤其是《家有儿女》中的小雪一角，更
被观众熟识，杨紫由此成了家喻户晓的童星。顶
着童星光环，杨紫之后又参演了多部电视剧，
2010年，与蒋雯丽、孙淳搭档主演《幸福来敲门》，
2011年，与吴秀波、海清共同主演《心术》，2012
年，加盟琼瑶创作的青春励志偶像剧《花非花雾
非雾》，2014年，与霍建华搭档主演战争题材偶像
剧《战长沙》，让杨紫越来越成熟，终于，她成功走
进了郭靖宇导演的《大秧歌》。 （欣欣）

环岛赛第八赛段收兵

泽依茨强势单飞穿蓝衫衫

因演电影《消失的爱人》结缘

林俊杰黎明情同兄弟

本报讯 唱而优则演的歌手林俊杰也加入
电影领域了，在他和黎明、王珞丹、张榕容主演的
电影《消失的爱人》中，他竟与从未结缘的黎明因
片中情缘变成了生活中的好兄弟。

林俊杰日前接受采访时透露，他是首次出演
电影《消失的爱人》，然而就是这次表演，使他和
黎明因戏结缘成了好兄弟。上周在成都举行的
演唱会上，他还力邀粉丝一起呼唤“黎明”出现，
令歌迷意外的是，很久没有公开献唱的黎明，竟
然真的来到现场，瞬间引爆了粉丝热情。

演唱会上，林俊杰和黎明合唱起了经典情歌
《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的无条件超义气力挺，证
明林俊杰和黎明两人关系之铁，而原本毫无关系
的两人，正是由于出演电影《消失的爱人》结缘。

林俊杰表示，在《消失的爱人》中，我饰演黎
明大哥的表弟，是除了他以外还可以看见大哥去
世妻子秋捷的人，我就很默契地和大哥一起保守
着这个秘密。第一次触电就和黎明大哥演对手
戏，压力真的很大，但他一直鼓励我，总是对我说
OK没问题，他的鼓励给了我很大信心，我也非
常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也因此成了好
兄弟。 （钟新）

NBA新赛季揭幕战前瞻

鹈鹕难挡勇士锐气
10月 28日上午10时 30分，2015-16赛季

NBA常规赛大幕将启，上赛季总冠军勇士在揭幕
战上将主场对阵鹈鹕队。一方是因运气不佳才
由新奥尔良黄蜂队改名的鹈鹕队，另方是“靠运
气夺冠”的勇士队，显然鹈鹕队难档勇士锐气。

综观双方上赛季比赛，在总共8场赛事中，
常规赛4战勇士就赢了3场，季后赛首轮比赛，
勇士又以4：0横扫鹈鹕，说明鹈鹕面对勇士并非

“运气不佳”，而是实力真的悬殊。
新赛季揭幕战，鹈鹕再遇勇士，显然不利，更

加不利的是，几天后的11月1日，双方还要交锋，
这对鹈鹕新赛季前3场来说，形势异常险恶。相
反，勇士队的开季比赛当然就形势一片乐观。

然而，勇士主帅科尔因病无限期离队，代理主
帅沃顿的指挥使“勇士不能缺少科尔”论调重起，
因此即使面对鹈鹕这样的“病夫”，也对勇士是一
场考验。而勇士新赛季前5场除了2场战鹈鹕，
另3场要对阵火箭、灰熊和快船，这也使勇士新赛
季能走多远被提到了球迷面前。 ■ 冯巍

林俊杰（左）黎明在《消失的爱人》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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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新闻界运动会落幕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卫小林）2015

年海南省新闻界运动会昨天下午在海口圆满落
幕。本次运动会是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为迎接第16个记者节，进一步促进全省新闻工
作者健身而举办的。

据介绍，本次运动会共有中央驻琼及省内新闻
媒体15支代表队500余人参赛，运动会于19日开
赛，共展开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拔河四个项目团
体赛，经8天激烈角逐，篮球项目由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夺冠，海口晚报社获得亚军，新华社海南分社获
得季军；乒乓球项目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获得冠
军，澄迈广播电视台获得亚军，三亚广播电视台获
得季军；羽毛球项目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获得冠
军，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获得亚军，海口晚报社获得
季军；拔河项目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获得冠军，海
南广播电视总台获得亚军，海口晚报社获得季军。

本届运动会得到省高级体校大力支持。

斯诺克国锦赛

丁俊晖被瑞恩·戴逆转
据新华社大庆10月27日电 （记者范迎春

郑直）201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杀气渐浓，尽管
幸运之神多次眷顾，但中国军团领军人物丁俊晖
还是在第二轮比赛中丢掉4：2的领先优势，终以
5：6被威尔士名将瑞恩·戴逆转。

不过，中国军团中的田鹏飞、周跃龙和傅家俊
当日分别战胜对手，晋级16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