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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吧少年》收视飘红
本报讯 上周六，《燃烧吧少年》在浙江卫视

迎来首播，尽管当晚北方大雪纷飞，但观众仍被一
群鲜嫩少年“燃”了起来。首播当晚，节目以
1.109%的收视率证明了节目的好看。

在网络数据方面，该节目也很亮眼，首播不到
两天，节目总播放量已达到4600万，同名话题，在
微博的阅读量则突破了1.3亿，网友更对该节目
表现出了足够兴趣：“节目节奏很好，很吸引人，期
待下一期！”作为瞄准95后、00后学生党的节目，
《燃烧吧少年》火力可谓够“猛”。 （欣欣）

《雪域雄鹰》央视热播
本报讯 大型青春热血励志军旅偶像剧《雪

域雄鹰》在央视开播以来频频爆出好成绩，收视率
一路升高的同时，网络播放量也持续走高。

该剧以高原缺氧的西藏高原为背景，讲述了
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90后历经磨练，逐渐成长为
合格的极地特种兵的故事。剧中，实力女星吕妍
昕饰演了军医姜原原一角。凭借在剧中的出色表
现，吕妍昕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并称其为国民
姐姐。此次参演这部热播剧，吕妍昕坦言收获颇
多，她正是在西藏拍摄这部电视剧，才将自己的名
字改为妍昕的，意味着阳光下的花朵。 （欣欣）

《乌鸦嘴妙女郎》今开播
本报讯 11月24日晚，都市爆笑喜剧《乌鸦

嘴妙女郎》将在东方卫视梦想剧场重磅开播。
该剧由蒋家骏、綦小卉执导，王传君、毛晓彤、

陈彦妃、尹正、章龄之、张瑞涵领衔主演。全剧首
次尝试推出“尝鲜先行版”在东方卫视每晚7时
30分两集连播，而“寒假版”则将于明年1月份登
陆东方卫视播出。

在剧中，喜剧大咖王传君联手激萌女神毛晓
彤狂掀二次元世界风波大战；新晋男神尹正更是
狂秀高智商，演绎奇葩发明家，一连串欢悦的爆笑
喜剧故事即将拉开大幕。 （欣欣）

《年兽大作战》定档年初一
本报讯 11月23日，由宁浩担任出品人、张

扬导演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年兽大作战》片方正式
宣布，该片定档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上映。

继之前曝光“燃爆新年”版先导海报之后，片方
当天再曝光一组“我是年兽”版海报，将片中的年兽
首次予以了曝光，年兽一身橘红的皮肤和圆滚滚的
身子显得憨厚可爱，为了“对抗”过年，他“变身”雷
神、超人、金刚狼、美国队长等一系列超级英雄，试
图“破坏”过年计划，让人翘首以待。 （欣欣）

本报营根11月23日电 （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杨贵）今天下午，中央电视
台青少频道元旦特别节目之《梦想花
开》摄制组走进琼中，对琼中女足故事
进行拍摄，拍摄将持续至28日。此次
拍摄的节目，将于元旦期间在青少频道
黄金时段播出。

在琼中中学校园里以及琼中思源
实验学校训练场上，《梦想花开》海南摄

制组精心对琼中女足队员们的课堂、宿
舍以及训练场景等进行了纪录与拍摄。

据介绍，此次《梦想花开》特别节目
共在全国选择了4个题材的青少年故
事，包括海南琼中女足与内蒙古、长沙、
厦门等地的青少年故事构成《梦想花
开》系列，为全国青少年展现新年愿景，
引导青少年积极奋进。

《梦想花开》摄制组海南组导演张海

霞介绍，此次元旦特别节目将于2016年
1月1日、2日、3日的黄金时段，每天播
放一个小时，每个小时涵盖两个故事，琼
中女足故事暂定1月1日播出。

“之所以选择琼中女足作为激励全
国青少年前进的榜样，是因为琼中女足
有顽强拼搏的干劲，以及取得世界冠军
的良好成绩，足以给全国孩子们带来积
极向上的力量。”张海霞说。

新华社洛杉矶11月22日电（记
者张超群）狮门影业《饥饿游戏》系
列影片最后一部《饥饿游戏 3：嘲笑
鸟（下）》本周末开画登顶北美票房
榜，之前两周蝉联冠军《007：幽灵
党》退居第二。

《饥饿游戏3：嘲笑鸟（下）》是《饥
饿游戏》系列第四部影片，影片仍由美
国当红女星詹妮弗·劳伦斯主演。本
片周末3天在北美4175家影院入账
1.01亿美元，成为北美2015年迄今首
周末票房收入排名第五的影片，相比

前一部《饥饿游戏3：嘲笑鸟（上）》开画
1.22亿美元的票房成绩下降17％。

自2012年《饥饿游戏》系列影片
第一部上映以来，劳伦斯主演的前三
部影片在全球已累计获得23亿美元
票房收入。

首日观影者为《饥饿游戏3：嘲笑
鸟（下）》打出了较高的“A－”评级，影
评人在“烂番茄”网站为影片开出了
70％的观影推荐值。

领跑票房两周的《007：幽灵党》本
周滑至第二位。在这第24部“007”系

列影片中，2005 年首次出演代号
“007”传奇特工詹姆斯·邦德的英国男
星丹尼尔·克雷格演技精湛。影片周
末3天入账1460万美元，上映17天以
来票房累计1.54亿美元。

20世纪福克斯和蓝天工作室共
同制作的 3D动画片《史努比：花生
大电影》紧随其后位列票房第三
名。本片本周获得 1280 万美元票
房收入，上映 17 天以来累计入账
9890万美元。

由喜剧明星塞斯·罗根主演的圣

诞喜剧电影《前一夜》和根据2010年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谜一样的双眼》改
编的同名翻拍电影本周上映，分列票
房第四和第五位。

投资 2500 万美元制作的《前一
夜》周末 3天在 2960 家影院票房收
入 1010 万美元。两位奥斯卡影后
朱莉娅·罗伯茨和妮可·基德曼主演
的《谜一样的双眼》，仅仅得到影评
人43％的观影推荐值和观众“B－”
的评级，本周末在2392家影院入账
660万美元。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卫
小林）第52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
典礼前晚在台北隆重举行，由内地
影视企业华策影视参与投资出品的
《刺客聂隐娘》、《麦兜·我和我妈妈》
等多部电影斩获金马大奖。同时，由
华策参与出品和发行的台湾校园青
春片《我的少女时代》内地 4天票房
突破1亿元，这是记者今天从华策影
视海南站获悉的。

据介绍，在21日晚举行的金马奖
颁奖典礼上，由华策影视参与投资出
品的侯孝贤导演武侠片《刺客聂隐
娘》一举斩获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导
演、最佳摄影、最佳造型设计、最佳音
效 5项大奖，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
该片监制廖桑在致答谢辞时还特地
感谢了身兼出品方与发行方双重身
份的华策影视。

记者了解到，华策影视同时还是
动画片《麦兜·我和我妈妈》的投资出
品方，该片也在当晚斩获了本届金马
奖最佳动画长片奖，该片出品人蔡冠
深在致答谢辞时也对华策影视表达了
特别的感谢。

华策影视海南站负责人告诉记
者，华策影视过去一直从事电视剧生
产，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涉足电影业
务，但刚入行不久，就在本届金马奖

颁奖大典上成为大赢家，这为华策影
视继续从事电影业增添了更多信
心。华策影视旗下华策影业总经理
傅斌星表示，华策影视未来会携手更
多杰出合作伙伴，共同为华语影视的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另据悉，由华策影视参与出品和发
行的台湾校园青春电影《我的少女时
代》，从11月19日在内地上映起，到11
月22日共4天时间里，内地票房就达
到了1.09亿元，成为最快突破1亿元的
台湾校园青春片。而当年在内地引起
轰动的台湾青春片《那些年，我们一起
追的女孩》当年的总票房才7964万元，
可谓后来居上。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 （记者卫
小林）由网络热播剧《万万没想到》原班
人马拍摄的奇幻喜剧电影《万万没想
到：西游篇》主演昨天走进大学校园，宣
布正式启动映前校园巡回路演。片方
博纳影业集团海南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剧组虽然暂时没有海南行的计划，但海
南观众将于12月18日欣赏到该片。

据介绍，该片由同名网剧原导演叫
兽易小星执导，主演基本为网剧原班人
马，包括杨子姗、白客、陈柏霖、马天宇、

刘循子墨、Mike D.Angelo、叫兽易小
星等。此次校园巡回路演首站选在长沙
理工大学，因为该校是叫兽易小星的母
校，活动当天，叫兽易小星带领刘循子
墨、孔连顺、柯达回到母校，与学弟学妹
们进行了互动。而主演白客则带领小
爱、至尊玉、赵文杰回到了自己的母校中
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白客对学弟学妹
们说，因为北京大雪飞机延误，他们一行
人是临时改乘高铁才准时抵达南京的。
主创们分别在两个城市与学弟学妹们畅

聊了电影台前幕后的许多故事。
记者了解到，电影《万万没想到》是

叫兽易小星执导的第一部电影，许多大
学生表示，由于看了他执导的同名网
剧，因此一定会去影院支持这部电影。
该片讲述的是屌丝小妖王大锤在遇到
西游师徒后命运发生逆转的故事，但对
于西游师徒4人组合来说，他们遇见王
大锤后简直就是让团队遇到了第八十
二难，双方因此上演了一出相爱相杀、
令人捧腹的奇幻冒险喜剧。

《饥饿游戏3》北美票房榜登顶

央视青少频道拍摄琼中女足
将于元旦期间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

《万万没想到》主演映前进校园
将于12月18日在海南上映

华策两部电影斩获金马奖

《我的少女时代》票房破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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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海汉队在近日结束的全国足球
丙级联赛中获得亚军，取得了明年参加
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的入场券，这对海南
和海口足球来说是历史性的突破。海汉
队的崛起拉开了振兴海口足球的序幕，
海口足球的好戏还没有结束。在海口兴
建中国南方足球训练基地，大力发展校
园足球，这些措施将为海口足球再上一
个台阶夯实基础。

海汉队冲乙球迷幸福

中国三级职业足球联赛（中超、中甲
和中乙）共52支职业球队，海口海汉队
冲乙成功，意味着在中国职业足球的版
图上，有了属于海口足球队的位置。“明
年海口球迷可以在家门口目睹职业联赛
了。”海口市文体局局长徐涛说。

今年6月，在省文体厅和海口市政
府的支持下，海口海汉队横空出世。海
口海汉队从成立到冲乙成功前后不到半
年时间，在球队的成长过程中，海口球迷
最有幸福感。在海口海汉队的每一场比
赛中，都有近千名球迷到场观战，其中近
百名身穿统一服装的海口球迷不遗余力
地为球队呐喊助威。不少海口球迷均表
示，这次中丙总决赛的水平较高，竞争激
烈，有不少前职业球员参赛，绝大多数海
口球迷都是第一次在现场观看这样高水
平的足球赛，让球迷们开了眼界。

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
阳说，足球运动不仅能增强体质，也能带
给人快乐，给城市增加活力和魅力，提升
百姓的幸福指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足球
事业是一项民生工程。同时，足球事业
对其他产业也有拉动、促进作用，将有力

促进海口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南方冬训基地建设紧锣密鼓

中国足协副主席林晓华今年6月来
海口考察足球产业发展情况时指出了海
口冬训的短板。他说，最近几年，国内很
多职业足球队对来海南冬训兴趣不大，
主要原因是训练基地的配套设施不完
善，没有康复、体能训练中心，会议室、洗
浴房也很缺乏。但海口拥有得天独厚的
气候条件，如果海口的冬训基地硬件完
善、高规格上档次，还是会有很多球队选
择来海口冬训的。毕竟来海口比远赴国
外拉练要省不少经费。

经过半年的规划和建设，林晓华所
说的海口足球冬训基地的短板即将消
失。徐涛透露，中国南方足球训练基地

落户海口观澜湖，该足球训练基地项目
占地350亩，将修建20片标准的天然草
皮足球场，计划总投资约1亿元，今年投
资5000万元。明年1月底，海口观澜湖
足球训练基地将建成5片足球场投入使
用，明年6月，剩余15片场地也将建成
投入使用。孙新阳表示，海口将发挥自
身优势，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足球事业，
把足球产业作为一项民生事业来大力发
展，全力支持和配合好中国足协建设冬
训基地的相关工作。

海汉足球俱乐部负责人表示，中国
足球南方基地不但完善了海口足球场
的硬件设施，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做出贡
献，而且对海南足球的发展也是一个巨
大的推进。基地每年吸引一大批高水
平的足球队来海口，对海南的足球文化
建设、对海南青少年的成长都是一个极

大的促进。

校园足球发展初具规模

2016年全国校园足球冬令营将在海
口举行，教育部日前正式公布了“2015年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2015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名单，
我省11所中小学和海口市美兰区上榜。

经过7年的发展，海口校园足球初
具规模和实力。2014年的海口市校园
足球比赛共吸引了海口市36所学校的
近千名球员参赛，比赛分为小学组、初中
组和高中组。去年8月在广东举行全国
校园足球夏令营活动中，海口初中代表
队表现出色，以5战全胜、进39球丢1球
的成绩夺冠。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

打造职业队 建南方冬训基地 发展校园足球

海口三箭齐发“玩转”足球

本报海口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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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球赛昨天在省体育馆羽毛球馆
结束了俱乐部甲乙组的争夺。

本次比赛共有 108支球队参
与，其中机关企业代表队75支，羽
毛球俱乐部代表队33支，参赛总人
数超1000人。本次比赛堪称参赛
队伍最多、规模最大的羽毛球赛。
比赛全部名次将在12月6日决出。

经过11月21日、22日连续两
天的激烈比拼，俱乐部甲乙组决出
胜负。在俱乐部甲组的比拼中，天
鑫俱乐部获得冠军，众宇俱乐部获
得亚军，御临军俱乐部获得季军。
在俱乐部乙组的对抗中，轻羽飞扬
俱乐部拔得头筹，恒瑞祥俱乐部和
凯翔俱乐部分获亚军和季军。机关

企业组的比赛下周开赛。
尽管是业余赛事，但每一个运

动员都表现出专业的运动精神。
球员们精准的发球与奋力的扣杀
展现了他们努力拼搏、永不服输的
气势，这与虎牌啤酒所倡导的“敢
玩不羁”精神不谋而合。同时，
2015“如虎天翼·虎牌杯”海南业
余羽毛球赛“最佳人气球队”评选
活动正在“喜力海南”官方微信平
台如火如荼进行中。据了解，凡投
票获得200票以上的球队，均可获
得5箱虎牌啤酒，最终票数最高的
球队将获得“最佳人气球队”的荣誉
称号和精美礼品。欲了解更多活动
详情并支持您喜爱的球队，或参与
其他精彩互动、获取更多赛事讯息，
可 关 注“ 喜 力 海 南 ”（Heinek-
en_hn）官方微信公众号。

“如虎天翼·虎牌杯”
海南业余羽毛球赛开战新华社休斯敦11月22日电（记者

张永兴）中国选手22日在休斯敦举行的
2015年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参加了男子
62公斤级及女子53公斤级的角逐，荣
获3枚金牌及3枚银牌。

男子62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谌
利军与朝鲜及阿塞拜疆选手之间的竞争
激烈，但他先后成功挺举起175、179及
183公斤，并以183公斤的佳绩打破挺
举世界纪录，荣获冠军。抓举比赛中，他
在举起145公斤及150公斤后，向152
公斤冲刺未果，结果以一公斤之差位列
亚军，但以333公斤荣获总成绩冠军。

当他打破挺举世界纪录时，全场掌
声雷动，欢呼声不断，在场观战的中国留
学生还兴奋地拿起五星红旗合影留念。
颁奖仪式上，谌利军身披五星红旗登上
领奖台，向观众示意问好。

赛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谌利
军表示，他的朝鲜对手金恩国实力不俗，
但他自己一直刻苦训练，为的就是此次
能够顺利夺金并破世界纪录。“能够获奖

感到非常激动与高兴，有一种扬眉吐气
的感觉。”他还表示，自己今后还会与教
练积极配合，加强训练，不断提高，有信
心在明年的奥运会上再创辉煌。

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队员陈
晓婷发挥并不理想，她虽然以101公斤
的成绩获得抓举冠军，但挺举成绩120
公斤，低于中华台北选手许淑净的125
公斤。虽然她的总成绩与后者一样，均
为221公斤，但由于体重稍重，她只能获
得该项目总成绩银牌。

中国队领队李浩告诉记者，中国选
手今天的表现仍算不错，特别是谌利军
平时就积极训练，心中早就憋着一口气
此次要拿下该项目的金牌。虽然抓举输
给实力强劲的朝鲜对手，但能够挺举力
破世界纪录并获得总成绩第一，值得高
兴。很遗憾陈晓婷没有发挥好，结果未
达到预期。

中国队共派出15名主力选手参赛，
其中8名男选手将参加6个级别的角逐，
7名女选手参加全部7个级别的比赛。

休斯敦举重世锦赛

中国大力士再获三金三银

冲浪海南公开赛结束
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选手共获4金

本报万城11月23日电（见习记者叶媛媛 记
者蔡倩 特约记者陈循静）近日，第八届冲浪海南
公开赛在万宁日月湾举行。作为欢乐节万宁分会
场九大主要活动之一，本届冲浪海南公开赛汇聚
了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65名选手，经过激烈
角逐，最终多名中国选手榜上有名。

中国选手黄玮、黄一格表现优异，分别获得男
子长板组和新手组冠军，来自中国台湾的Rory
MacDonald一举夺得男子短板、16岁以下青少年
组两个组别的冠军。所有组别前三名组成的18席
榜单中，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选手共占据了16席。

“我爱足球”总决赛本周四海口开战

国内16支球队参赛
本报讯 本年度“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

霸赛26日将在省高级体校开踢。
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办赛经验丰富，

软硬件设施齐全。近日，国内大部分地区都出现雨
雪天气，但海南却温暖如春，海南宜人的气候有利于
参赛球员保持良好状态，发挥出最好的竞技水平。

“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由中国足协
主办，北京体育之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并联
合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建设兵团共
同打造，是一场针对全国草根足球爱好者以全民
健身、以球会友为特色的大型足球民间赛事。通
过5个月的鏖战，参加总决赛的16支球队全部产
生。他们从海选赛、大区赛超过两万场较量中脱
颖而出，将于11月26日开始在海口进行最后的
角逐。作为本届总决赛备受关注的11人制社会
组决赛举办地，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也
做足了准备。 （体讯）

海口举行
农民九人排球赛

本报讯 为推动全民健身深入农村，丰富海口市
农民业余文体生活，一年一度的2015年海口市农民
男子九人排球赛近日在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举行。

本次比赛由4个区各组织一支代表队参加，共
有4支男子排球队48名运动员参赛，运动员都来
自各区乡镇居民或农民。比赛采用单循环积分赛
制，5局3胜，每局21分制。经过一天6场球的激
烈比拼，最终，秀英区代表队以全胜成绩夺冠，龙华
区、琼山区、美兰区代表队分获第二至第四名。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各区文旅局
协办。 （体讯）

选手在比赛中扣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