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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4》进入决胜局
本报讯 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四季（简称

《歌手4》）本周进入决胜局比赛。
据介绍，这场终极淘汰赛无论对首发歌手还

是补位歌手都至关重要，若首发歌手本场不被淘
汰，便能直通总决赛；若补位歌手这场被淘汰，则
在下一场突围赛中丧失出场顺序的优先选择权，
进入决赛的希望也更加扑朔迷离。

面对残酷的比赛，众人都迫不及待地亮出“压
箱宝”。其中，李克勤请出郎朗跨界合作，老狼搬
来高晓松当救兵，张信哲邀到常思思伴唱，李玟、
容祖儿更是空运舞团造势，大家都拼了。（欣欣）

据新华社洛杉矶3月20日电 在
中国上映仅半个月票房就突破11亿元
人民币的《疯狂动物城》，打破了中国动
画电影票房纪录。本周末在北美票房
依然强劲，该片以3800万美元的傲人
成绩，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据统计，本周末北美12部最上座电
影总计票房收入1.19亿美元，《疯狂动
物城》“疯狂地”占据了其中的32％。

这部迪士尼3D动画电影讲述了发

生在一座独一无二的现代动物都市的励
志故事。在动物都市里，动物们和平共
处，而且只要努力，都能闯出一番名堂。
兔子朱迪就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儿时
梦想，成为一名动物警察。

改编自青少年流行科幻系列小说的
《分歧者3：忠诚世界》本周上映，位列票
房榜第二。不过与前作相比，该片票房
不如预期，周末仅收2910万美元，比《分
歧者2：绝地反击》首周末票房减少44％。

位居票房榜第三的是索尼影业的
《天堂奇迹》，15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超
过索尼公司预期。影片讲述一名年轻女
孩发现自己罕见的消化系统失调症在一
场严重的事故后奇迹般地治愈了。

派拉蒙出品的《科洛弗道10号》本周
末收入1250万美元，较上周末下滑近五
成，位居票房榜第四位。排名第五的是福
克斯出品的超级英雄动作片《死侍》，票房
收入800万美元，较上周排名下跌两位。

《我们相爱吧》首播
本报讯 3月20日晚，江苏卫视《我们相爱

吧之爱有天意》（简称《我们相爱吧》）浪漫首播。
影子的浪漫，红酒的甜蜜，篮球的活力，都散

发着爱情荷尔蒙的味道。一脉相承唯美的画风和
精良的制作，羞涩又暖心的相遇之美，洋溢满屏。
该期节目虽是首播，但收视率达到1.11%，位居卫
视同时段节目第二名。

节目中，橙汁、宇宙、清新及两对素人组合配
对，每一对都代表一种独特的爱情。不同地域、不
同年龄、不同国度、不同个性，在真实发生的平行
叙事中呈现出了恋爱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欣欣）

陈冉冉践行十年之约
本报讯 在上周五播出的《最强大脑》中日国

际对抗赛上，中日心算项目打成平局。不过，中国
心算界顶尖选手陈冉冉与日本选手土屋宏明的再
次交手，算是两人十年前达成约定的践行。

据介绍，两人十年前就曾在世界心算比赛中
交过手，可谓宿敌。十年未见，陈冉冉表示：“土屋
宏明变成熟了很多。”在比赛中，面对焦灼局势，陈
冉冉临场发挥神策略，引土屋宏明直呼“狡猾”。

不过，中日对抗赛最终以平局告终，陈冉冉表示，
想要把更多时间投入到生活中，回归平淡。 （欣欣）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香港导演陈嘉上执导，赵文卓、洪
金宝、万茜等主演的历史题材英雄史诗
片《战神戚继光》近日杀青，这是记者今
天从片方博纳影业集团海南办获悉的。

据介绍，《战神戚继光》以明朝中国
沿海的抗倭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代名
将戚继光以非常手段，在短时期内训练
出铁血特战队戚家军并赢取胜利的军事
传奇故事。在近日举行的香港国际影视
博览会上，片方发布了该片的先导海报
和制作特辑，将影片里激烈的战争场面

和恢宏的拍摄格局呈现在了影迷面前。
功夫明星赵文卓此番在该片中出演

传奇名将戚继光，但这部电影里的戚继
光不同于其他英雄角色，他不只是自己
勇猛，还让身边将士都变得异常勇猛，这
才是他存在的意义和取得抗倭战斗胜利
的关键，片方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该片于去年深秋在浙江横店影
视基地开拍，剧组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大
量战斗场面和爆炸场景，最终于日前完成
全部内外景戏份拍摄，目前正在进行紧张
的后期制作，力争今年国庆档上映。

本报讯 引进灾难片《伦敦陷落》
将于4月8日全国公映。3月21日，片
方再曝光一张全景海报，展现了一场因
恐怖阴谋引发的末日危机。

海报中，沿着宁静的泰晤士河，伦

敦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如大本钟、国会大
厦、圣保罗大教堂等均遭到袭击并被彻
底摧毁，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城市上空也笼罩着巨大的黑色浓烟，强
烈的视觉震撼力触目惊心。

据介绍，《伦敦陷落》的特效制作由
《敢死队》系列片团队操刀，因此片中建
筑物破坏的强烈程度、末日感的恐怖气
氛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尤其是
大本钟被敌机撞击后一层层坍塌、硝烟
弥漫的华丽特效特别惹眼，堪称极致。
为了增加影片的灾难恐怖氛围，冲锋
枪、重机枪、轰炸机等一系列大型杀伤
性武器都一一呈现，将紧张氛围一再提
升，吊足了影迷胃口。

与好莱坞大片《钢铁侠》、《蜘蛛侠》
相比，《伦敦陷落》中的英雄并非超现实
角色，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凭借血肉之
躯与恐怖分子较量的总统贴身保镖
——迈克·班宁。在英国国家级地标毁
于一旦、各国政要相继陷于被杀状态的
紧要关头，他临危受命，负责保护美国
总统的人身安全。在经历飞车追击战、
巷道暗战等以后，他以孤胆英雄身份深
入敌营，展开了血肉横飞的肉搏战，最
终完成了任务。 （欣欣）

■ 冯巍

3月21日，一年一度的“金扫帚”奖
在京颁奖，“年度华语十佳”、“最令人失
望演员”等奖项相继评出，虽然这些奖
项乏善可陈，但其中“最令人失望中小
成本影片”的评选，却让人眼前一亮。

获本届“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中
小成本影片”的电影是《奔跑吧兄弟》、

《爸爸去哪儿2》、《爱我就陪我看电影》，
这三部影片中的前两部严格说确实算不
上是电影，只能称作院线版电视真人秀，

后一部虽是电影样式，但内容平庸到极
点，让这三部作品获奖堪称“当之无愧”。

然而，千万别以为中小成本电影就是
平庸的代名词，好的中小成本电影还是有
的，而且不乏佳作。比如前段时间上映的

《我不是王毛》，投资不到270万元，但却收
获了不少好评：有观众认为这是“最有想
法”的电影，也有评论认为它“超出了预
期”，还有观点表示“比预想的好看十倍”。
那么这部影片好在哪呢？好就好在它对
严肃内容进行了完美的艺术包装。影片
故事简单，狗剩为了迎娶心中的“白富美”，

三次卖身参军，可到头来美人却在自己大
婚前惨遭日本侵略者杀害。它的成功，很
大程度上归功于影片在情感处理上特色
突出，观众经过由喜到悲的情感转换后，
有了情感和理性的升华。

现在的中国影坛，给人印象好像只
有大投入、高票房的电影才是“王道”，其
实纵观世界影坛并非如此，有特色的中
小成本电影比比皆是，这些在海外叫独
立制作的影片，数量更多，质量也不错，
有的还斩获大奖，说明
中小成本电影也有春
天。中国电影要发展，
必须踏上这条康庄大
道，因为这里春光满园。

中国上映半个月以11亿多元打破动画片影史票房纪录

《疯狂动物城》北美延续“票房疯狂”

中小成本电影也有春天

灾难片《伦敦陷落》
4月8日引进上映

历史片《战神戚继光》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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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玄奘》发新特辑
本报讯 传奇史诗片《大唐玄奘》将于4月

29日全国公映，3月21日，片方首次推出印度风
情制作特辑《大唐玄奘之天竺趣闻篇》，既向影迷
介绍了剧组在印度拍摄时的异国风情，更记录了
全体演职人员的幕后艰辛。

特辑中，黄晓明吐槽称，他每天赤脚走路，像
走在铁板上，天天吃咖喱，都吃到要吐了。但剧组
坚持住了，因为为了还原片中主人公这段充满人
性光辉的传奇旅程，不得不远赴印度取景拍摄，以
期最大限度地还原印度古国的风采。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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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林永成

在19日结束的足协杯首轮比赛中，
海口博盈海汉队点球战胜了江苏盐城
队，取得了海南足坛第一场正式职业比
赛的胜利。令主教练、前国脚李晓高兴
的是，他倾力为球队打造的“攻势足球”
和“铁血精神”，在这场比赛中得到了初
步体现。

球员作风顽强

“胜负是次要的，我们的球员在比赛中

踢出了精气神，作风非常顽强。”李晓说。
李晓表示，这是球队升入乙级后的

第一场比赛，也是海南足坛的第一场职
业联赛。赛前，他要求队员一定要在比
赛中表现出顽强的球风，让海南球迷感
到我们是一支打不垮的“铁军”。在最近
的训练中，李晓在给球队注入了铁血风
格。他说：“我们宁可输球，也不能输掉
比赛作风。”在和盐城队的比赛中，海汉
队球员三军用命，大家全场都在积极拼
抢。赛后，盐城队的主教练、天津籍前国
脚高飞对海汉队的表现给予了较高的评
价。他说，海汉队的胜利在情理之中，该

队的顽强作风值得学习。下半场第10
分钟，海汉队队长李钢的点球没进，但这
并没有影响球队的士气，最终凭借点球
大战淘汰对手。李晓说，这是球队逐渐
走向成熟的表现。以后，球队将实行更
严格的管理，强调顽强的作风。

海南球迷对海汉队的表现竖起了大
拇指，他们说，海汉队的顽强拼搏精神值
得点赞，90分钟球员一直在不停地奔跑拼
抢，这样的球队值得捧场。李晓说，这场
比赛吸引了海南近5000名观众到场观
战，海南省政府、海口市政府、省内企业和
球迷的关心与支持是球队前行的动力。

攻势足球大旗不倒

面对老牌乙级队盐城队，乙级新军
海汉队丝毫没有退缩，控球率和有威胁
的射门远高于对方。这正是李晓为球队
打造攻势足球的雏形。

李晓坦言，海汉队前不久仅是一支
丙级队，想和乙级强队过招，除了引进有
实力的球员外，还要形成自己独特的战
术风格。他说：“我给球队制定的战术就
是大举进攻，整体压迫。”在前一段时间
的训练中，李晓为球队设计了赏心悦目

的攻势足球战术，球队防守时采用2323
站位，一旦压上进攻，阵型则变为
2143。“我不怕输球，我就是想让球队踢
得有激情、有攻势。足球赛就像拳击赛，
你强了，对手自然而然会退缩。”他说。

为了打造攻势足球，球队引进了9
名新球员，这些球员大部分都参加了和
盐城队的比赛。李晓说：“新球员表现得
很积极，新老球员正在磨合之中。”

乙级联赛下月开踢，海汉队的目标
是进入南区前四名。李晓认为，这个目
标不难实现，但要想冲甲成功，还需夯实
球队的基础。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

树立顽强作风 大打攻势足球

海口博盈海汉队打磨两把“利刃”

30多支船队、300多名水手经过
10天850海里的角逐，2016年第7届

“阿罗哈杯”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20
日在三亚结束。海上，各船队的竞争日
益激烈。陆上，组委会为了打造海帆赛
品牌，扩大海帆赛影响力，使出了浑身
解数。

帆船走进三亚校园

在青少年中推广帆船项目是海帆
赛组委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海帆赛
举办期间内，OP进校园帆船训练营开
营仪式和首届青少年topper级帆船对
抗赛先后在三亚举行。

OP进校园帆船训练营由三亚市政
府主办，三亚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
三亚市教育局承办。活动旨在向三亚
市中小学生推广和普及帆船运动，丰富
孩子的兴趣、发现孩子的天赋、培养未
来的帆船行业专业人才，营造三亚帆船
运动发展的良好氛围。

组织者邀请曾 5 次获得过法国
锦标赛冠军的法国籍总教练尼古拉

斯·劳伦斯为讲师，他对80名学生们
进行 OP 帆船理论知识、OP 帆船实
操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培训结束
后，将筛选出 40 名优秀学员，组织
一场小规模 OP 帆船对抗赛，检验培
训成果。

线上直播引关注

今年海帆赛的一大亮点是进行
了现场直播。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帆
船港内LED大屏幕看到选手们驾驶
帆船乘风破浪的画面，还能通过网络
了解赛事实时动态。网络直播技术
的引进让今年海帆赛有些不一样。
前国家帆船队员、全国冠军黄乙能当
直播解说员，为观众解读比赛画面和
比赛进程。

对直播帆船比赛的制作能力要求
极高，需要摄制组克服海上行动不便的
困难以及天气、海浪等自然因素带来的
影响，还须具备丰富的拍摄经验和技术
保障。直播对网络的要求也不低，假如
遇到很大的风，无人机航拍船拍摄起来

有难度。本次直播动用了20个人、两
条船、一艘无人机航拍船和5台全景摄
像机。

帆船宝贝与百万网友互动

本届大赛赛前，组委会启动了帆
船宝贝选拔活动。这群外形靓丽的
帆船宝贝不但成为海帆赛的新亮点，
为比赛注入了美丽的元素。

海帆赛品牌市场总监李蒙说：“作
为本届海帆赛的众多活动亮点之一，
帆船宝贝选拔赛的成功开展，为了海
帆赛与海帆赛爱好者之间建立起全
新的互动交流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宝贝们的美丽、健康与帆船运动所倡
导的勇敢、坚毅有机结合，带动更多
人了解、关注海帆赛，从而爱上帆船、
爱上海南。”

在为期5天直播间活动中，10名海
帆赛宝贝累计与近百万网友互动。她
们和广大网友在网络直播间畅聊帆船
运动、分享海帆赛故事，较好地传播了
海帆赛的品牌。

郭川当形象代言人

极限航海家郭川担任2016第7届
海帆赛品牌形象大使。海帆赛蕴含着
责任、睿智、挑战、创新等理念，而这些
元素在郭川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郭
川担任海帆赛形象大使，是对海帆赛的
认同，也是对更多参赛选手的鼓舞，将
助力中国航海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郭川在国际上
创造了数个“第一”：第一位完成沃尔沃
环球帆船赛的亚洲人、第一位参加克利
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6.5
米极限帆船赛事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
跨大西洋极限帆船赛事的中国人，第一
位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过合恩角的中国
人，创造国际帆联认可的40英尺级帆船
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世界纪录以及北冰
洋（东北航线）航行世界纪录。

郭川透露，明年他可能参加海帆
赛，体验一把580海里环岛航行的乐趣
和艰辛。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

培养小船长 线上直播 增加美丽元素 请郭川代言

海帆赛着力打造品牌扩大影响力

室内田径世锦赛男子跳远

黄常洲摘铜牌

3月21日，在2016年国际田
联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跳远
决赛中，中国选手黄常洲以8.21米
的成绩获得季军。 新华社发

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南区比赛

我省两队两连胜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林永成）2016

年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南区）超级组和高
职组比赛昨天分别在云南昆明和广西北海开
赛。在前两轮比赛中，代表海南出战超级组的海
南大学队和高职组的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队，
均取得两连胜，海经贸队提前小组出线。

超级组是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竞技水平
最高的组别。共有19支大学队参加本赛季南区超
级组比赛，争夺8张参加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卷。海
南大学队与中南大学队、广西民族大学队、西南财
经大学队以及南京航天航空大学队分在D组。在
20日下午进行的首轮与广西民族大学队的比赛
中，海大队2：1战胜对手。21日，海大队迎来第二
个对手西南财经大学队，结果以4：0大胜。

南区高职组比赛20日在广西北海开赛。海经
贸队与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队、上海出版印刷高
等专科学校队、南昌职业学院队分在A组。海经贸
队是高职组的强队、曾获得2014-2015赛季大足
赛全国总决赛高职组季军。在20日的首轮比赛中，
海经贸队以3：0击败南昌职业学院队。21日的第
二轮比赛，海经贸队又以7：0大胜贵州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本小组4支球队打单循环，小组前两名晋
级淘汰赛，两战全胜的海经贸队已提前小组出线。

科威特乒乓球公开赛

张继科、李晓霞夺冠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国际乒联网站消

息，在当地时间20日进行的2016国际乒联世界
巡回赛科威特站比赛中，中国选手张继科和李晓
霞分别夺得男女单打冠军。

在男单决赛中，4号种子张继科以4：1战胜
了头号种子马龙，夺得了自己的第六个世界巡回
赛分站赛男单冠军头衔，5局的比分是11：9、11：
9、5：11、12：10和11：9。

这也是2013年科威特公开赛之后张继科首
次夺得世界巡回赛分站赛冠军，在那次比赛中他
也是在决赛中击败马龙登顶。

张继科夺冠后表示，作为队友他们互相之间
非常熟悉，所以比赛总是非常接近。尽管这次的
大比分是4：1，但是他赢的那4局都是以两分取
胜。今天能够战胜马龙是因为他的心态不错。

在女单决赛中，6号种子李晓霞也以 4：1
（11：6、2：11、11：9、11：9、11：8）的比分战胜了丁
宁，蝉联冠军。在去年的决赛中，李晓霞同样是
以4：1击败了丁宁。

李晓霞赛后说，因为伤病原因，自己已经有
一段时间没有系统训练，能够夺冠非常意外。她
也认为，心态好是她笑到最后的关键，赛前她没
有给自己设定任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