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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城1月18日电（见习记者
叶媛媛 记者蔡倩 通讯员黄兹志）中央
电视台《我们的中国梦》——2016“东
西南北贺新春”特别节目，今天到文昌
市文教镇水吼村进行录制。主持人董
卿、李佳明，歌唱家吕继宏，歌手阿宝、
沙宝亮等齐聚水吼村，为村民们奉献出
系列精彩表演。

节目录制现场，一首由全体演员共
同表演的《东西南北贺新春》歌舞节目

拉开了录制序幕，演员大兵表演的相声
《赛诸葛》、杂技《晃板》等一系列节目，
博得了现场数百名村民的热情掌声。

据了解，节目组已于1月17日在
文昌市龙楼镇航天安置区、昌洒白土村
和铺前镇等地进行了录制，文昌独特的
盅盘舞、公仔戏、东郊椰雕等地方特色
文化，在节目中亮相。

据悉，该节目将于2月6日晚黄金
时段在央视三套播出。

本报三亚1月18日电（记者黄媛
艳）跻身贺岁档的三亚本土电影《请把
你的窗户打开》，将于1月22日在全国
暖心上映，留守儿童小雪和空巢老人程
爷爷的温情互动将幸福传递。

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是当今中国
社会面临的全新课题。这两个特殊群
体，也构成了电影《请把你的窗户打开》

的故事主线。影片中的小雪家境优渥，
衣食无缺，但因没有父母陪伴而倍感苦
恼。每日窗前抚琴的她，意外发现对面
楼里也有一个孤僻老人程爷爷，一场意
外让两个人见面了。一老一小的故事，
也引发了两个家庭的“地震”，现代都市
家庭生活的种种问题，也赤裸裸地摆在
了观众面前。

据悉，该片是一部探究人性关怀的家
庭电影，由杨心仪、胡玺龙、幺依田等主
演，三亚赫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独家出
品，主要在三亚取景拍摄。在第13届俄
罗斯阿穆尔之秋国际电影节中，该片获得
最佳外语片殊荣，而江流、胡玺龙、杨心仪
等则分别获得最佳外语片导演、最佳外语
片男演员及最佳外语片女演员大奖。

仓颉影视今年推5部
电影+话剧套拍影片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卫小林）在昨天下
午举行的“多维度影视观察论坛”上，仓颉影视总经
理孙吉顺宣布，该公司今年将连推5部电影+话剧套
拍影片项目，同时打造出国内首个“奇情少年”类型
片标签，这是记者今天从昌颉影视海南站获悉的。

据介绍，仓颉影视今年将接连推出《少年辛弃
疾》、《一百万种吻法》、《天狼星少年》、《体育场的
流浪猫王》、《盲马》5部电影+话剧套拍影片项目，
即一个项目既拍电影又制作话剧，并且要打造出

“奇情少年”这样的全新类型电影。为此，仓颉影
视已经与唐德影视、华策影视、芒果传媒等展开项
目合作，成为国内第一个提出“奇情少年”类型片
口号的公司。

记者了解到，2015年风靡中国电影市场的
《夏洛特烦恼》、《十二公民》等片，都是先有话剧再
拍电影、从而赢得口碑和票房的影片，而这样的制
作模式，对电影从业者影响巨大。在2015年的乌
镇戏剧节上，已有多家影视公司去寻找可改编成
电影的话剧项目。仓颉影视早已捕捉到这种潮
流，于是顺应行业趋势，将已搜集到的压箱底的好
故事同时拍成电影并制作成话剧演出。

据悉，最早拍摄的是《少年辛弃疾》，将于猴年
春节后开机。

本报讯 眼下距央视猴年春晚还
有二十多天时间，节目仍没有最后定
型。继上周春晚剧组对个别语言类节
目进行“突击加审”之后，日前传出语言
类节目还将“六审”，由此可见，央视猴
年春晚迎来了史上最严厉的考核。

日前，北京媒体报道称，冯巩的小
品作品也面临着大改，搭档和剧本双双
出现了巨大变动，新剧本将改变人物关

系的设定，而冯巩的搭档也从张小斐和
闫学晶二人换成了徐帆一人。已经连
续参加了30届春晚的冯巩，此次都遭
遇这样的大改，不难看出猴年春晚对于
语言类节目水平的要求有多严格。

据了解，此前的冯巩小品由其本
人、白凯南、张小斐和闫学晶四人完
成。其中，张小斐和白凯南二人分别饰
演冯巩的两个孩子，闫学晶则饰演冯巩

的邻居、一位“空巢老人”。但此次作品
大改后，仅保留了白凯南的角色，徐帆
饰演冯巩的毒舌邻居，而张小斐、闫学
晶两人的角色都将被取消。整个作品
也以冯巩与邻居之间的矛盾作为主线
来编排故事。

春晚常客蔡明、潘长江的小品通过
得较顺利，内容则是继续关注老年人的
生活。新生代演员里，苗阜和王声、岳

云鹏和孙越的两个相声作品据说效果
最好，但开心麻花团队演员常远的节目
则被毙了。虽然马天宇无缘春晚，但凭
借《欢乐喜剧人》走红的喜剧小品演员
乔杉、修睿将搭档娄艺潇，演绎一出《爱
情公寓》式的小品。

目前，央视猴年春晚歌舞类节目也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走台排练。而歌
舞类节目的道具也逐年升级，双轮平衡

车等潮物都成了吸睛利器。年度热剧
《芈月传》的主题曲《满月》，也有望登上
春晚舞台。

此外，《直通春晚》节目已经收官。
安七炫、熊黛林、李维、郑兴琦、周安信、
中俄跨国杂技眷侣唐琮洋和塔雅、“农民
歌手”李刘标、云飞等来自2015年几档
热门综艺节目的选手，都收到了总导演
吕逸涛发出的猴年春晚邀请函。（钟新）

齐秦离开《中国之星》
本报讯 1月16日，东方卫视《中国之星》第

9场比赛落下帷幕，齐秦不敌袁娅维离开赛场。
作为第一场复赛，8位参赛歌手纷纷放出大

招。本场回归的谭维维以一曲《飞了》技惊四座；林
忆莲为许志安选择的《当爱已成往事》更唤起很多网
友回忆。根据比赛规则，最终代表音协出战的齐秦
不敌刘欢战队的袁娅维，遗憾告别《中国之星》舞台。

节目播出后，齐秦被淘汰引发网友热议，一位
曾任《中国好声音》导师的老歌手居然最终败给好
声音学员，不少网友都觉得齐秦输得太惨。（欣欣）

《我是歌手》进淘汰赛
本报讯 结束了首轮抢位赛，本周《我是歌

手》第四季将进入淘汰赛。自节目首播公布第一
轮票选结果后，同时排名第七的HAYA乐团和关
喆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据悉，由于两人首轮票数相同，因此在下一期
节目中除了综合票数最末位淘汰之外，HAYA乐
团和关喆两组中将有一组暂别舞台，这也就意味
着第二轮比赛会是两组歌手的告别赛，面对严峻
的局势，最危险的HAYA乐团和关喆将双双使出
杀手锏，身处绝地的HAYA乐团更邀来乐队助
阵，乐队能否留在舞台上，将令观众期待。（欣欣）

本报讯 由著名导演刘猛执导，任
天野、程愫、张进、李飞、牟星等联合主
演的热血军旅剧《特种兵之霹雳火》正
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这也是任天
野四度出演特种兵了。

据介绍，任天野和《特种兵》系列
电视剧结缘于2010年，那一年，他在剧
中饰演高达队，此后，他接连出演了《特
种兵》系列剧的续集《利刃出鞘》、《火凤
凰》和《霹雳火》，可谓《特种兵》系列剧
的“元老”级演员。

今年46岁的任天野热爱运动健身，
外形高大勇猛，身材健硕，颇具英雄男儿
的硬朗气质，且出演的角色形象，也大多
为身份性格各不相同的各色军营热血男
儿形象。在戏外，任天野也一直保持着
健身的习惯，在微博中更多次秀出真肌
肉，网友盛赞其为“行走的荷尔蒙”、“健

硕的身材、坚实的臂膀、帅气的脸、霸道
总裁的性格”，大呼找男朋友就要找任天
野这样的“狼系硬汉”。 （欣欣）

本报讯 1月18日，3D奇幻喜剧
片《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片方
发布郭富城演唱的电影主题曲《就是孙
悟空》，宣布该片将于2月8日大年初
一全国公映。

据介绍，这首主题曲由香港电影音
乐大师金培达作曲，小美填词，歌曲以时
尚现代的电子乐方式，生动展现了影片
中孙悟空桀骜不驯的性格与不向困难妥
协的精神。这首电影主题曲MV的拍
摄，更是动用了电影拍摄团队与演唱会
特效团队，郭富城在为该MV苦练全新
舞步之外，为了更加贴合《三打白骨精》
中孙悟空的霸气造型，还特地花了两个

小时打造了一个“金箔悟空头”的造型，
可谓将《三打白骨精》一片“猴年看猴，万
家狂欢”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使孙悟空桀骜不驯的性格深
入人心，打造一首属于“猴年代言人”孙
悟空的独家主题曲，片方特地邀请郭富
城来霸气演唱主题曲《就是孙悟空》。
郭富城也积极努力，在MV中独创了
一个金猴金箍舞的全新舞步，舞蹈动作
有如穿梭花果山的形体舞步，如灵猴般
跳脱充满力量。这支金猴金箍舞，跟郭
富城在影片中塑造的东方超级英雄孙
悟空完美契合，让主题曲MV与影片
相得益彰。 （欣欣）

央视猴年春晚遇最严格考核
语言类节目将进行六审

央视到文昌录节目 《三打白骨精》发布主题曲
郭富城独创金猴金箍舞

任天野四度出演特种兵

主要在三亚取景拍摄

《请把你的窗户打开》22日上映

郭富城饰演的孙悟空

《特种兵》系列剧中的任天野

关注
澳网公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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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紧张筹
备之后，2016海南国际马拉松赛道线路
基本确定完成，整个赛道之美堪比夏威
夷火奴鲁鲁马拉松。

2016海南国际马拉松起点为三亚
市美丽之冠，赛道主要沿着三亚湾、新城
路、南边海路等路段进行，全程终点为半
山半岛帆船港（半程终点设在海坡路六
横巷、5公里迷你马拉松终点设在金鸡
岭街）。三亚湾路赛道优美，景致如画，
特别是沿三亚湾路修建的椰梦长廊绿树
婆娑、白沙细浪、碧海蓝天。从整条赛道
看，东起三亚港，西至天涯湾。“人道十里
银滩美，却只是未见过绵延二十里的椰
林画廊”。漫步滩边，东西玳瑁洲（东岛
西岛）相邻而望，美不胜收，是跑友不得

不参加的必跑赛道之一。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对赛

事的未来也充满信心，副厅长杨毅光曾
表示，“我们经过多次调研和论证，特别
是在对优秀马拉松赛事考察、学习、借
鉴的基础上，结合海南省实际，充分发
挥海南省生态立省、经济特区和国际旅
游岛三大优势，围绕产业培育、融合发
展和品牌塑造，我们提出整合资源、集
中力量、倾力打造一个全省标志性的国
际马拉松赛事。”

组委会公布的信息显示，手机海南国
际马拉松报名工作已经于2015年12月
20日正式开始，目前赛事还有少量名额，
报名通道持续开放中，跑友登录官方网站
（http：//www.hainanmarathon.com）

即可报名。
本届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海南省

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三亚市人民政府
主办，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和国内体
育产业旗舰智美体育集团旗下“大路跑
产业公司”共同承办。

2016 海南国际马拉松赛将于 2
月28日在三亚举办，项目设男女全程
马拉松赛、半程马拉松赛和迷你马拉
松 赛 三 项 ，全 程 马 拉 松 为 标 准 的
42.195 公里，半程马拉松为 21.0975
公里，迷你马拉松为 5公里。预计参
赛规模为 2 万人，其中全程为 5000
人，半程为 5000 人，迷你为 10000
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在有条
不紊地进行中。

海南国际马拉松赛线路确定
起点为三亚市美丽之冠，终点为半山半岛帆船港

据新华社墨尔本1月18日电 英
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的一个新闻
聚合网站巴斯菲德爆料称世界网坛假
球泛滥，在过去10年中16个曾进入世
界网坛前50名的选手涉嫌参与假球，
而网球协会的官员却对此无所作为。

不过，男子职业网球协会（ATP）主席克
莫德却否认他们对此“不作为”。

就在今年的澳网开赛前，英国广播
公司和巴斯菲德网站突然揭露世界网
坛黑幕，他们根据一份揭黑者提供的秘
密文件报道称，过去10年中有16个世

界排名前50位之内的职业选手涉嫌打
假球，其中还有拿过大满贯冠军的，而
其中更有8位参加今年的澳网，可是官
方对这些选手却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处
罚措施。

爆料还称，其实2007年ATP在调
查俄罗斯选手达维坚科和阿根廷选手瓦
萨洛的一场涉嫌被操控的比赛时，已经
发现了有来自俄罗斯和意大利的财团花
费巨资在某些被认为是被操控的网球比
赛上下注，不过此后却不了了之。

据新华社墨尔本1月18日电 18
日开赛的2016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爆出一个冷门，中国“小花”王蔷在女单
首轮比赛中连胜9局，以两个6：3击败
赛事24号种子、美国选手斯蒂文斯，首
次晋级澳网女单第二轮。

22岁的斯蒂文斯是当今世界女子
网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谈到实力强劲的对手，24岁的王
蔷赛后说：“对手排名比较高，赛前我就
想着去拼一下。现在还没有缓过劲来，
赢了感觉真好。这也是我职业生涯目
前为止最重要的一场胜利。”

从第一盘的1：3到第二盘的4：0，
王蔷连赢了9局。谈到这一骄人战绩，
这位世界排名第102位的小将赛后直

呼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没有太多关
注比分，一直是一局一局去拼。”

本场比赛也是王蔷在大满贯赛事
中获得的第三场胜利。她说：“与前两
场大满贯的比赛相比，这一场的对手排
位比较高。以前没有下这么大的决心
去准备和做什么，这场比赛自己更坚
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横扫种子选手首次进女单次轮

王蔷：赢了感觉真好

媒体曝假球充斥网坛

ATP官员否认坐视不理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口奥飞杯羽毛球赛昨天在省
农科院羽毛球馆结束，省内12支代
表队参加比赛，比赛进行团体赛，设
两对男双、两对混双和一对女双。最
终，省农业厅队获得冠军，海口实验
中学队、琼山华侨中学队和琼山中学
队获得第2名至第4名。

和以往羽球赛不同的是，本次比
赛是在恒温气膜羽毛球馆内举行。
该球馆是海口首家气膜羽毛球馆，我
省主管部门有意在省内推广气膜体
育馆，以缓解我省全民健身体育场馆
的短缺之需。

据了解，该馆于去年底投入使
用，共有20片标准羽毛球场，它的外
形很奇特，高处看下犹如一个巨大的
恐龙蛋。记者走进馆内，巨大的空间
下并无一根立柱支撑，独特的无影灯
照明让视觉恰到好处。

据本次比赛裁判长介绍，该馆采
用了奥运会专用地胶，防滑、减震，雨

季不反潮，能防止关节骨骼损伤，更
好地保护球员。其次，该球馆采用二
次漫反射照明系统，球员打球时不受
光照、身影的干扰。

海口奥飞杯羽毛球赛收拍
比赛首次在恒温气膜羽毛球馆内举行

选手在比赛中

皇马球员赞新帅
与齐达内沟通更顺畅

新华社马德里1月17日电（报道员谢宇智）
皇马连续大捷，士气重新高涨，新主帅齐达内功不
可没。克·罗纳尔多（C罗）等球员17日在与希洪
竞技之战后透露，齐达内的到来使队员与主帅之
间的沟通更为顺畅，而这成了球队面貌一新的关
键所在。

自前法国巨星齐达内接替贝尼特斯出任皇马
主帅以来，皇马已连续两场打入五球并大胜对
手。在球员们看来，这正是因为齐达内给球队带
来了信心。

C罗说：“齐达内带给了球队不一样的精神面
貌。但这并不是说贝尼特斯没有做好他的工作，
只是我确实感觉到队内的士气随着齐达内的到来
起了积极的变化。”葡萄牙人还表示：“我不想隐瞒
这一点，那就是球员们更能够感知和理解齐达内
的想法。”

中场伊斯科也在赛后承认，全队上下与主教
练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容易。他说：“我们对齐达
内的指示理解得更清楚，而这一点也在场上体现
了出来。”马塞洛则说：“我们现在能很明确教练希
望我们做到什么。”

“火箭”奥沙利文
第六次获大师赛冠军

新华社伦敦1月17日电（记者王子江）“火
箭”奥沙利文17日在这里举行的斯诺克大师赛决
赛中10：1轻松击败霍金斯，第六次赢得这项赛事
冠军。

世界排名第八的霍金斯只在首局获胜，之后
比赛完全成为奥沙利文个人的表演，其中有3局
比赛，霍金斯一分未得。

这场胜利也让奥沙利文追平了“台球皇帝”亨
德利6次在大师赛夺冠的纪录，10：1也是大师赛
决赛中最悬殊的比分之一。

奥沙利文赛后说：“我太激动了，8个月没有
参加大赛之后重返赛场，能取得这样的战绩让我
感到惊讶。”

自从去年5月在世界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
失利后，奥沙利文一直处于休战状态。这场胜利
表明，尽管已经40岁，但他依然来之能战，战之
能胜。

有两千多名球迷现场观看了这场比赛，奥沙
利文最后得到20万英镑的奖金。

大师赛是斯诺克界历史最悠久的比赛之
一，奥沙利文曾 22 次参赛，11 次打入决赛。
中国球员丁俊晖曾在 2011 年赢得这项赛事
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