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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笔记》发布海报
本报讯 近日，奇幻探险大片《盗墓笔记》

片方正式发布探险版人物关系海报，将该片几
位主演的探墓造型展示给了观众。

《盗墓笔记》改编自同名冒险小说，由上海
电影集团、乐视影业、南派泛娱联合出品，著名
导演李仁港执导，原著作者南派三叔亲任编剧。

此次曝光的人物关系海报中，首次呈现了众
主演的探险形象，更展现出他们在古墓中的画面，
有在墓穴中大动干戈展开激烈争夺的情节，也有
手捧青铜器目光被牢牢吸引的画面。 （欣欣）

《来吧冠军》将迎飞人
本报讯 5月8日晚，由浙江卫视和蓝天下

传媒共同出品的《来吧冠军》将迎来中国田径
4×100米飞人大战队员。

2015年田径世锦赛上，打破亚洲纪录的中
国田径明星苏炳添、张培萌、谢震业、莫有雪，将
在节目中对抗贾乃亮、陈嘉桦、孙艺洲、辰亦儒、
伊一、尹正加盟的明星终结者队。 （欣欣）

《我想和你唱》今开播
本报讯 湖南卫视大型音乐互动综艺节目

《我想和你唱》筹备就绪，将于5月7日晚揭开
神秘面纱。

据介绍，这档节目主打“星素结合、全民嗨
唱、轻松好玩、最强互动”，不仅有汪涵担任主持
人，还有韩红、李玟、容祖儿、陶喆、凤凰传奇等
大咖齐聚，亮点很多。节目中，明星、素人、观众
之间，将以音乐为主题，共同掀起全民疯狂嗨歌
高潮，也让观众跟着节拍动了起来。 （欣欣）

黄澜自曝“爱慕”黄磊
本报讯 5月7日晚，《缘来非诚勿扰》将再

度开启曝料模式，与黄磊搭档日益默契的黄澜
自曝“爱慕”黄磊。

黄澜曝料道：“黄磊在后台问过我，有没有
在我读书的时候喜欢过他，我就回想起了第二
次见黄磊的场景。那次他约我去北京电影学院
见面，我进到教室，黄磊正在认真地给文艺女青
年们上课，女生们正在演小品，黄磊在认真点
评，浑身散发着圣洁的文艺光芒，让人不由得心
生‘爱慕’，我印象太深刻了！” （欣欣）

■ 新华社记者 张逸飞

中美合拍电影《功夫熊猫3》在全
球狂卷近5亿美元票房，中美合拍电
影《荒野猎人》助力莱昂纳多在今年的
奥斯卡奖上“封帝”，中美合拍二战题
材影片《空袭》日前在京启动……近年
来，中外合拍电影正持续升温。

创作与资金
中外合拍片两种主要模式

2015年可说是中外合拍电影的崛
起之年，从《捉妖记》到《我是路人甲》，
从《道士下山》到《坏蛋必须死》，中外合
拍片立项的达82部，为历年最多，比

2013年的55部增加了49％。记者梳
理后发现，中外合拍片主要有制作层面
和资金层面两种方式。

中美合拍《功夫熊猫 3》被业内
誉为中外合拍片的新高度。东方梦
工厂首席执行官方淦透露，中方在
影片中“道”等创意概念方面做了微
妙调整，也在熊猫村的设计上突出

了书法、服装、中国象棋、古典家具
等中国元素。

而《荒野猎人》则更多体现出了中
外资本合作的优势。《荒野猎人》的监
制李少伟告诉记者，在得知《荒野猎
人》超支了6000万美元后，来亚洲融
资并最终与一家内地投资方达成协
议：内地投资方给予资金并主导影片

在中国的发行。

助推票房
中方投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4年以来，中国电影产业的发
展令世界瞩目，已逐渐发展成为仅次
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业内人士
分析，中国每年6000张左右的银幕增
长速度还将持续5到8年，中国电影
市场超过北美市场指日可待。

在电影市场日益繁荣的背景下，
政府支持也是助推中外合拍片的强力
引擎。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
消息，我国已与加拿大、意大利、澳大
利亚、法国、新西兰、新加坡、比利时
（法语区）、韩国、西班牙、英国、印度、
马耳他、荷兰等国家签署了完全生效
的电影合拍协议。

借船出海
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捷径

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迈过
400亿元大关，但国产影片海外销售
收入仅27.7亿元,海外市场表现不尽
如人意。业内人士认为，增加与国外
公司合作拍摄电影，将成为中国电影
拓展海外市场的主要方式。

在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
苗晓天看来，合拍片几乎是国产电影

“走出去”的唯一途径。“除此之外，中
国电影几乎在国外寸步难行。”

苗晓天认为，合拍片在发行渠道上
实现“借船出海”，能显著提高中国电影
国际影响力，因此通过合拍拥有海外发
行渠道，是中国电影的现实选择。

（据新华社电）

■ 冯巍

15 年前，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
友》红遍中国。15 年后，据此改编拍
摄的续集片《我的新野蛮女友》在中国
却遭遇滑铁卢，上映10天不到便悄无
声息退市，全国票房仅 3000 多万元。
这再次证明，强扭的瓜不甜，强拍的续
集电影也难圆梦。

《我的野蛮女友》创一时之新，把
女友拍成那样野蛮还引人同情和欣
赏，当然会引发舆论热潮与观众追
捧。但15年过去了，续集电影还是这
样炒冷饭，毫无创新之意不说，还会因
为败坏观众胃口而引来“骂名”，这恐

怕才是这部续集电影不被观众买账的
根本原因。

都说强扭的瓜不甜，依笔者看，强
拍的续集电影也难圆梦。《我的新野蛮
女友》不光在剧情上强行推进，在女友
形象塑造上也是强装野蛮，更不可忍
受的是，这部续集电影还在地铁、车站
等场景设置上与原作《我的野蛮女友》

“遥相呼应”，其实续集电影的故事已
经跟原作毫不相干了，而两部电影男
女主角名字的相同，无非是想让续集
电影与原作沾上点边，想“挂靠”野蛮
女友的名气赚点观众的钱罢了。

成功的续集电影，一定是在原作
基础上创新性地往前推进剧情的电
影，如果不是，而只是想一味地仿效原
作的某种韵味，或者胡乱凑合剧情，那
最好趁早别拍。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卫小
林）好莱坞大片《美国队长3》今天开始
在海南与全国各大院线同步公映，“观
众人气很旺，自从春节档过后，电影院
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海口中影南国
影城负责人说，“我们今天凌晨一共安
排了5场零点场，结果全部满座。”

据介绍，《美国队长3》是今年第二
部具有年度全球票房冠军种子选手资
质的影片，中国电影行业等待这部影片
已经很久了，所以全国各大院线今天首
映时，就给了该片55%的排片率，结果
该片票房表现也不负众望，仅仅零点
场，全国票房就达到了1684万元，截至
今晚9时30分记者发稿时止，该片首日

全国票房已经达到了1.91亿元，票房占
比85%，待到全天放映结束后，全国首
映日票房肯定能够超过2亿元。

记者了解到，《美国队长3》在中
国上映之前，已在全球37个国家或
地区上映了一周时间，全球票房表现
一样疯狂，总共收获2.002亿美元，
这个成绩高于《钢铁侠3》首周票房
的1.98亿美元和《复仇者联盟》首周
票房的1.85亿美元，在好莱坞大片
首周票房排行榜上位列第14位，更
是超过了“美国队长”系列电影第一
部的1.94亿美元的总票房。海南业
内人士预计，《美国队长3》的中国总
票房很快就会突破10亿元。

强拍续集电影难圆梦 票房占比85% 排片占比55%

《美国队长3》首日票房2亿元

《美国队长3》剧照

《功夫熊猫3》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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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
“校园足球”活动启动
海南籍前国脚韦海英出席签约仪式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
南吴夏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海南吴夏飞虎
足球俱乐部和海口玉沙实验学校联合举办的足
球进校园活动今天在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操场
举行。原国家女足海南籍运动员韦海英出席了
启动仪式。

海南吴夏飞虎俱乐部理事长孙国炎表示，
俱乐部将会派专业的足球教练结合学校的课程
开展足球课，让学生得到专业的技术指导，并切
身感受到足球的乐趣。

原国家女足海南籍队员韦海英应邀专程从香
港返琼参加启动签约仪式，她表示，自己愿意为家
乡的足球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足球技术训练要
从娃娃抓起，中小学生身体处于发育阶段，足球进
校园更有利于小学生球员打好基础性训练。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刘
阳 卢羽晨）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副
司长孙远富5日表示，目前中国各项
目国家队分散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为
备战里约奥运会而忙碌，中国奥运军
团的目标是力争在里约奥运会上“创
造最好成绩、综合实力排名前列”。

孙远富5日参加了国家体育总局
发布《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新闻

发布会，他在会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目前各项目的国家队共拿
到了约330个里约奥运会参赛资格，
努力争取再拿下约70个参赛资格。
目前，一些运动队正在欧美参加由国
际单项体育组织指定参加的国际比
赛，“我们的队伍现在分散在全国甚至
世界各地备战奥运会。”孙远富说。

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38

金27银23铜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
二，创造了赴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
成绩。孙远富说：“从目前情况看，参
加里约奥运会的代表团规模应该与上
届奥运会相差不大。中国代表团的目
标还是力争最好成绩，希望综合实力
排名前列。”

孙远富坦言，中国代表团参加里
约奥运会的比赛形势比任何一届奥运

会都要艰巨，最大挑战主要来自两个
方面，一是各国和地区对奥运会越来
越重视，对手实力在增强，而我们有些
优势项目的实力在减弱。二是中国奥
运军团在南美的参赛经验不足，时差、
气候对中国运动员来说是最大挑战。
他说：“我们的运动员更适应在欧洲参
赛，因为欧洲的赛事比较多。这两年
我们有一些队伍去南美参加比赛，其

中包括奥运测试赛，实际上都不太能
发挥出理想的水平。特别是一些教练
员，对如何调整训练周期以适应南美
的比赛节奏尚未摸索出比较成熟的方
法。”

孙远富透露，中国奥运军团7月将
在巴西圣保罗建立训练营，能够供400
名左右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进行训练
备战，提前适应里约奥运会的节奏。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王黎
刚）7日下午，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第4
轮比赛将开踢，海口博盈海汉队客场
挑战梅县铁汉队。两个南方“汉子”对
决，谁是“真的汉子”值得关注。

作为联赛新军，海口博盈海汉队此
番是抱着拿一分的姿态出征客场。上
轮4：1大胜上海聚运动队，海汉队取得
了中乙联赛首胜后，球队不但止住了两
连败，更关键的是逐渐适应联赛节奏。
对于中乙新军海口博盈海汉队来说，一
步一个脚印，认认真真踢好每一场比
赛，是球队最需要做的，前三轮，海口博
盈海汉队获得1胜2负积3分，进5球
失6球，暂列南区积分榜第7位。

相比之下，梅县铁汉队实力不俗，

以2胜1平积7分的成绩暂列南区积
分榜第二。前3轮，梅县铁汉队取得5
个进球和3个失球。联赛首轮，梅县
铁汉队2：1击败联赛新军苏州东吴；
第二轮主场1：0战胜深圳人人；第三
轮客场2：2战平四川安纳普尔那。该
队射手刘阳目前以2个进球位列南区
射手榜第三位。

颇有意思的是，赛前，海口博盈海
汉队官方发布宣传海报“打铁还需自
身硬”，向主队梅县铁汉队“宣战”。梅
县铁汉队丝毫不示弱，也同时发布海
报“铁血真汉子”回应。

海口博盈海汉队教练组表示，对
手的实力在海汉队之上，保平是海汉
队此战的首要目标。

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副司长孙远富展望里约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力争“最好成绩”

今日客战劲敌梅县铁汉队

海口博盈海汉力争拿一分

欧联杯半决赛结束

利物浦和塞维利亚争冠

5月6日，在欧联杯半决赛次
回合比赛中，英超利物浦队主场
以 3：0战胜西甲比利亚雷亚尔
队，从而以3：1的总比分晋级决
赛。在另一场比赛中，塞维利亚队
主场3:1战胜乌克兰顿涅茨克矿工
队，以总比赛5:3进入决赛。

图为利物浦队球员拉拉纳
（左）、菲尔米诺与比利亚雷亚尔
队球员穆萨基奥在比赛中争顶头
球。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5日
电 巴西男足国家队5日公布了2016
百年美洲杯23人大名单，有7名23
岁以下球员入选，主帅邓加为奥运练
兵意图明显。中超联赛有两名外援

入选，他们分别是北京国安中场奥古
斯托和山东鲁能后卫吉尔。

百年美洲杯将于6月3日至26
日在美国举办，不过由于里约奥运会
将于8月5日揭幕，作为东道主的巴

西显然更重视奥运会。
在巴塞罗那俱乐部只同意让巴

西当家球星内马尔参加一项赛事的
情况下，巴西队最终舍弃了美洲杯，
让其以超龄球员身份参加奥运会。

巴西队美洲杯名单出炉 中超两将入围

马德里网球公开赛

纳达尔等名将进八强
据新华社马德里5月5日电 马德里网球公

开赛5日进入男单第三轮的角逐。德约科维奇、
纳达尔和穆雷三人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进入八强。

德约科维奇本轮以2：0战胜赛会15号种子
阿古特。5号种子纳达尔面对美国人奎雷伊同
样以2：0过关。卫冕冠军、英国人穆雷则以2：0
击败法国选手西蒙，两盘的比分为6：4和6：2。

李章洙将出任
长春队主帅

据新华社长春5月6日电 记者从长春亚泰
足球俱乐部获悉，该俱乐部已经与韩国籍主帅李
章洙完成签约，后者将在11日正式带队训练。

长春亚泰队新赛季开局不利，联赛前七轮以
2平5负排在联赛末位，在斯托扬诺维奇交出帅
印之后，亚泰队急需一名经验丰富而又熟悉中超
的教练来帮助球队走出困境。经多方洽谈后，曾
在中国打拼多年的李章洙成为了最终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