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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 4日讯 （记者卫小
林）清明节小长假今天结束，记者今晚
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整个清明档期3
天里，全国电影票房达到了5.7亿元，其
中票房最高的影片是4月 1日上映的
《我的特工爷爷》——清明档3天全国票
房接近1.5亿元。

据介绍，由洪金宝自导自演自己担
任动作设计的电影《我的特工爷爷》，与
《火锅英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不
速之客》于4月1日在海南各大院线与
全国其他影院同步公映。虽然清明档
期还有此前公映很久的《疯狂动物城》、
《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荒野猎
人》等旧片继续上映，而且有好莱坞惊
悚恐怖新片《灵偶契约》于同一天上映，
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除了《疯狂动物
城》和《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票
房尚可外，国产新片票房最为火爆。

以《我的特工爷爷》为例，该片4月1
日首映当天，便收获票房5200多万元，
成为当天全国票房冠军。4月2日，该片
继续火爆，全国票房创收5500多万元，
继续称霸全国票房。4月3日，该片全国

票房又取得5700多万元，三度夺冠。今
天是该片上映第4天，截至今晚9时记
者发稿时止，该片全国票房有所下滑，

但稳在全国票房排行榜第二位，并已超
过3600万元。仅清明档3天里，该片全
国票房就接近1.5亿元，上映4天全国票

房突破2亿元，成为整个清明档期里票
房最高的影片。

另一部在清明档期备受关注的电

影，是陈坤、白百何主演的《火锅英雄》。
该片首映日全国票房3500万元，次日达
到4800万元，第三天达到5500万元，虽
然前三天都排在全国票房排行榜第二
位，但今天该片票房实现逆袭，不但成功
登上4月4日全国票房排行榜冠军高位，
而且到今晚9时已成功实现4000万元票
房，这使得该片在清明档3天里实现票房
1.43亿元，成为今年清明档第二大卖座
片，上映4天里实现票房1.8亿元。

青春题材电影《睡在我上铺的兄
弟》没有预料之中的火爆，该片清明档3
天里全国票房仅有5900万元，加上首映
日的2300万元，上映4天全国票房仅有
8200多万元。相比之下，中韩合拍片
《不速之客》虽然有黎明、耿乐和韩星韩
彩英主演，但上映4天来，全国票房才区
区320万元。而好莱坞出品的惊悚恐怖
类型影片《灵偶契约》，4天上映时间里
全国票房才800万元，可谓票房冷清。

截至今晚9时，清明档三天里全国
票房从4月2日的2亿元，爬升到4月3
日的 2.2 亿元，今天又回落到了1.5 亿
元，三天全国票房共5.7亿元。

清明档3天全国电影票房5.7亿
《我的特工爷爷》票房近1.5亿居首

本报讯 T·越界——钢琴、女中
音、小提琴古典音乐会，将于4月30日
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届时，汤
泓、岳世一娃、范晓界三位青年音乐人
将跨界组合，为海南乐迷献上他们的真
情演绎。

据介绍，汤泓毕业于美国曼哈顿音
乐学院，拥有钢琴硕士演奏家文凭；青
年女中音歌唱家岳世一娃，是香港民族
艺术团常驻艺术家，曾在香港荃湾大会
堂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范晓界现在曼
尼斯音乐学院读小提琴专业，为世界三
大小提琴大师亚伦·罗桑弟子，被恩师
赞为天才学生。

音乐会承办方一娃艺术中心艺术总
监岳世一娃介绍，古典音乐是有别于通
俗和民族的经典音乐，它作为一个独立
的流派，艺术手法洗练，追求理性表达，
演绎作品内涵深刻，发人深思，这也是它
为人喜爱的原因。“本次演出排练历时两
年，将跨越美国、中国香港和海口三个地
方，我们将倾情演绎肖邦、亨德尔、斯克
里亚宾、马尔蒂尼等音乐巨匠的经典作
品，为海南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绝伦的艺
术盛宴。”岳世一娃说。

演出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指导，海南华
人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和海南省文化艺术学
校联合主办，南国都市报支持。 （欣欣）

《等着我》回归黄金档
本报讯 4月3日晚，全国首档公益寻人节目

《等着我》正式回归央视黄金档，节目首播即为观
众呈现了一道情感大餐。

在上周播出的节目中，包含亲情、恩情、战友
情在内的4个温暖而又震撼的小故事，引爆了现
场观众的泪腺：带着困惑与“恨”来寻觅自己身世
的王科、寻找恩人多年只为报恩的余梅、带着悔恨
与自责来寻找出走女儿的靳忠森，以及为报当年
战友救命之恩的曹德海的故事，让观众一番又一
番热泪盈眶。 （欣欣）

《欢乐喜剧人》第二季落幕

岳云鹏夺得喜剧之王
本报讯 4月3日晚，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

第二季“喜剧之王”巅峰对决欢乐落幕，岳云鹏毫
无悬念地夺得喜剧之王称谓。

总决赛比拼过程中，大潘、佳佳误闯神秘岛，
包袱不断，令人啼笑皆非；辽宁民间艺术团携强大
明星助演阵容倾力打造“人鱼之恋”，连连惊喜；开
心麻花以华美布景演绎大圣归来，沈腾回归，也塑
造了嗨翻全场的“太白金星”；潘长江继续以小见
大的温情风格，上阵父女兵，携爱女潘阳共同诠释
幸福真谛；岳云鹏、孙越则将现场化作德云社的自
家大聚会，献上了一席丰盛可口的才艺合家欢。

最终，历经两两PK的车轮大战，岳云鹏击败了
开心麻花团队，在很高的呼声中无悬念地夺得了第
二季“欢乐之星冠军”桂冠，而为喜剧拼尽全力的老
顽童潘长江，则获得了特别贡献奖。 （吕昕彤）

本报讯 史诗传奇电影《大唐玄
奘》将于4月29日全国上映。4月4
日，片方首次曝光了一款“信念版”预
告片，在众多明星助力下，黄晓明首次
挑大梁饰演一代高僧玄奘，演绎了这
场光耀古今的“伟大旅程”。

本次曝光的预告片中，着重展示
了玄奘西行过程中的各种磨难，甚至
数度命悬一线：被当成偷渡者，险中西
域边陲的箭雨；徒弟石磐陀因被心魔
驱动，竟对恩师匕首相对；广袤无垠的
沙漠中失去水源又迷失方向时，差点
命丧黄沙……然而这些都挡不住玄奘
西行的脚步。最终，玄奘凭着内心不

变的信念，完成了这段不可能的“伟大
旅程”。

预告片中，玄奘西行路上遇见的
不同人物也纷纷亮相：由王绘春饰演
的智严法师和由罗晋饰演的瓜州太守
李昌，对玄奘苦言相劝不要西行；由谭
凯饰演的驻守西域边陲烽火台的大将
王祥，起初将玄奘按偷渡者抓捕，后因
感于玄奘解决了自己心中的困惑将玄
奘放行；由蒲巴甲扮演的西域僧人石
磐陀，折服于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还
拜他为师；由连凯扮演的高昌国王，对
于玄奘过于崇拜敬仰，竟心生“占有
欲”强留玄奘拒不放行……这些人物
的出现，都为这段路程增添了更多曲
折和离奇故事。 （欣欣）

《大唐玄奘》预告片曝光
众星助力黄晓明扮玄奘演绎“伟大旅程”

三位青年音乐人跨界组合

T·越界音乐会30日海口举行

大陆歌手闪耀台北
据新华社台北4月4日电（记者柳新勇 何

自力）台北春浪音乐节3日下午在台北大佳河滨
公园开唱，吸引了上千歌迷到场观看。4日下午举
行了“春浪大赏”总决赛，大陆歌手谭维维将登场。

今年，春浪音乐节已进入第11个年头。本届
音乐节以“改写流行，天生摇滚年”为主题，时间选
在3日和4日，邀请了来自海峡两岸的13组歌坛明
星以及新兴乐团同台献唱。3日共有8个歌手或
乐团登场，包括台湾本土的脆乐团、三十万年老虎
钳、猴子飞行员乐队，以及来自大陆的隔壁团乐
队、4U乐团、窦靖童以及逃跑计划乐队。

知名歌手王菲之女窦靖童首次来台北公开演
出，让不少歌迷兴奋不已。她带来了5首自己创
作的英文歌曲，包括《蓝色火烈鸟》、《可能会下雨》
等。虽然她表示首次来台湾演出“有点紧张”，精
彩的表演还是得到了观众的支持和肯定。数百位
歌迷挥舞着荧光棒为她欢呼助威，场面十分热烈。

据悉，4日下午，评委将在已“过关斩将”的六
首参赛歌曲中排出前五名并给予奖励。此后，歌
手谭维维、张震岳、“乱弹阿翔”等将登场。

《火锅英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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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特工爷爷》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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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届比赛400多队参赛 覆盖省内18个市县

省青少年足球赛引发草根足球热

新华社佛山4月4日电（记
者周欣 李嘉）3日，奥运冠军叶诗
文在女子400米混合泳决赛中突
发状况，因为胃部不适而导致发
挥欠佳名列第七，被队医搀扶下
场。4日，叶诗文表示，“我身体已
经好多了，会继续参加比赛”。

“我现在没事了，昨天比赛时
就是突发性的胃痉挛，以前也曾
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大家不要
担心，我会调整好状态，参加接下
来的200米混合泳和200米仰泳
的比赛，全力以赴，”叶诗文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叶诗文在4日下午已经进行
了正常训练，5日将参加200米混
合泳的预赛。

国家游泳队副总教练、科研
组组长陆一帆透露，叶诗文在3
日参加决赛前身体状况就不是很

好。“不是说她吃的东西不好，就
是肠胃不舒服，比赛过程中游得
很辛苦，但她还是坚持比赛，这
是运动员的素质，非常不容易，
出水后她的手心冰凉。此外，她
去年底刚做了脚腕手术没有多
久，能够努力调节到现在的状态
非常了不起。”

陆一帆表示，叶诗文经过医
生诊断和观察，到3日晚11点多
身体已经恢复过来了。“叶诗文现
在的身体、精神状态，还有训练情
况都很正常，她在比赛时出现胃
痉挛和紧张没有关系。”

由于叶诗文在400米混合泳
中出现的状况，很多人担心她的
奥运资格会受到影响，陆一帆表
示：“叶诗文此前在喀山游泳世锦
赛的成绩已经达到了奥运A标，
参加里约奥运会不是问题。”

全国游泳冠军赛新人辈出
陈欣怡和王立卓获金牌

新华社佛山4月4日电（记者周欣
李嘉）2016年钜派杯全国游泳冠军赛暨里
约奥运选拔赛4日在广东佛山进行第二个
比赛日的较量，四块金牌分别花落上海、海
军、山东和北京，陈欣怡力克奥运亚军陆滢
收获女子100米蝶泳金牌，海军队的王立
卓稳坐男子100米蛙泳王位，山东名将辛
鑫摘取400米自由泳桂冠，北京队勇夺男
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

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在预赛和半
决赛始终保持排名首位的陈欣怡凭借强
大的冲刺，在最后时刻反超名将陆滢，以
56秒82获胜，这一成绩可排名今年世界
第二位。

18岁的陈欣怡说：“这是我第二次游
进57秒以内，上一次在仁川亚运会游出
了56秒61。我希望在奥运会时能够游
得更快，游到55秒大几就好了。毕竟现
在的世界纪录就是55秒68。”

以光头亮相的王立卓再一次确定了
自己的中国蛙王地位，以59秒69称雄男

子100米蛙泳，天津选手李响和湖北选
手闫子贝以1分00秒19并列亚军。王
立卓在3日100米蛙泳半决赛中曾以59
秒64改写了自己保持的59秒79的全国
纪录，成绩可列今年世界第四。

不满18岁的王立卓表示：“我在出
发、转身和到边技术还不是很好，今天的
出发比较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
现在就希望能够继续努力提高成绩，在
奥运会上游出自己最好水平。”

叶诗文：
身体恢复 会继续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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鹈鹕 106：87网队

黄蜂 103：112骑士

小牛队88：78森林狼

奇才 109：114快船

灰熊 107：119魔术

爵士 101：86太阳

公牛队 102：98雄鹿

步行者92：87尼克斯

凯尔特人 107：100湖人

勇士 136：111开拓者

火箭 118：110雷鸣

NBA
战报
（4日）

亚冠前瞻

广州队能否上演奇迹？
4月5日，亚冠小组赛将上演一场生死之战，

广州恒大队客场挑战日本浦和队。广州队此战非
胜不可，否则将很可能无缘小组出线。

从小组出线形势来说，广州队站在了悬崖边
上。上轮小组赛，广州队在主场两球领先的情况
下，被浦和红钻追成2：2平。3轮过后广州队2平
1负仅积2分，在小组中垫底。剩余3轮小组赛，
广州队不能输球且至少要赢下2场，才能掌握出
线资格的主动权。

从小组形势来看，广州队此战的底线是不能
输球。不过，此战面对渗透能力出色、边路很活跃
的浦和红钻，广州队的防线能否挺住让人捏把
汗。广州队近来状态有所回升，上周末凭借保利
尼奥的传射和马丁内斯的进球，以2：0力克富力
赢得了广州德比的胜利。广州队在主场连克亚泰
和富力取得2连胜，排名重返中超三甲行列。浦和
红钻近期状态更好，近4场比赛3胜1平保持不败，
且每场比赛都能打进两球，其中兴梠慎三脚风颇
顺，连续4场比赛共进5球。首回合他和武藤雄树
就把广州队的后防搅得一团糟，此次客场作战，广
州队必须要解决防守问题。但愿能像国足一样，广
州恒大队最终也能上演“奇迹”。 ■ 王黎刚

赛事
预告
（5日）

首尔VS山东

18：30 CCTV5+ 直播

浦和VS广州

18：30 CCTV5 直播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6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近日
启动，这项由共青团海南省委主办的比
赛是海南建省以来规模最大、参与人数
最多、影响最广的足球赛事。

更多人享受快乐足球

“我们举办比赛的目的就是让更多
的海南青少年足球爱好者能在比赛中享
受足球的快乐。”共青团海南省委副书记
陈屿说。

上届省青少年足球赛比赛吸引了
来自全省各直属机关、市县、企事业单

位、中央驻琼单位、省属企业、学校、驻
琼军警部队以及社会组织的274支队
伍、5800 多人参加比赛，近万人直接
参与本次赛事活动，间接覆盖人群近
20万人。今年，到目前为止，海口、三
亚、儋州、临高、白沙等14个市县已开
展了选拔赛，参赛队伍达 161 支。比
赛设青年男子组、少年男子组、少年
（中学）女子组三类，其中青年男子组
设市县组、高校组、省直组、企业组四
个组别。女子组的比赛采用 5人制，
虽然只有 5支队参加，但这是海南建
省后第一次组织的正规女子足球赛。
女子组比赛的举办扩大了女足在海南
的影响力。

举办足球公益活动引关注

“足球公益培训”、“公益足球走进校
园”、“我为足球公益出份力”等公益活动
的举办是省青少年足球赛的一大亮点。

省青少年足球赛公益活动旨在为海
南的青少年足球运动搭建一个平台，让社
会各界热爱足球的企业和人士参与，免费
为孩子们提供专业的足球公益培训。此
活动不但能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还能通过
培训发掘海南优秀的足球苗子。通过公
益活动这个平台，将爱心企业及人士的捐
助，送到全省需要提供足球装备的贫困地
区，为该地区的足球发展提供帮助，让更

多热爱足球的孩子们受益。
去年，海南省大学生足球拉拉队大赛

历时3个月，分为校级预选赛，省级复赛和
省级决赛三个阶段。全省共有15支代表
队进入复赛，经过复赛选拔，共有10支代
表队进入决赛。大赛同时设置了微信投
票和网页投票两种参与方式，吸引了全省
高校近6万学生的广泛参与。

一赛衍生出“两会”

去年和今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发
展基金和省青少年足球发展促进会先后
成立。这“两会”的成立有助于我省青少
年足球运动的发展。

陈屿说，省青少年足球发展基金的
成立是推动我省青少年足球运动改革与
发展的创新性举措，其设立目的是为了
充分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和希望工程
的品牌影响，争取社会公众力量的关注
支持，为我省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展提
供持续源动力，建立足球人才尤其是青
少年足球人才的长效培养机制，打造具
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足球发展交流平台。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发展促进会目前
共有106名会员。陈屿说，该协会旨在
整合社会资源，搭建我省青少年足球交
流平台，引导和培养广大青少年的兴趣
爱好，促进足球运动在全省的推广和普
及。 (本报海口4月4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