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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卫小
林）“我们今天晚上开了6个厅放零点
点映场，出票非常快，到目前，6个厅
的影票已经所剩无几了。”海口中影南
国影城负责人告诉记者，将于6月8
日开始上映的好莱坞大片《魔兽》，在
海口非常受影迷欢迎。

记者了解到，不光海口中影南国
影城6个影厅今晚零点点映场全部放
映《魔兽》，而且海口中视国际影城还
开了7场零点点映场，其中有一场将于
凌晨2时30分放映；海口万达国际影
城也开了5场零点点映场；海口奥斯卡
亚豪国际影城也开了3场零点点映场；
海口南亚和海秀两家银龙电影城分别
开了4场零点点映场；海口大地影城开
了5场零点点映场；海口时代华纳影城
也开了4场零点点映场。三亚中视国
际影城开了6场零点点映场；三亚万达
影城也开了2场零点点映场。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
此大规模的铺天盖地地在零点时段点
映一部影片，只有《魔兽》这部电影才

有这样的“待遇”，这也是过去从来没
有过的盛况，就连今年春节档上映的
周星驰新片《美人鱼》和去年4月上映
的年度热片《速度与激情7》，也都没
有这样大的点映规模，这就预示着《魔
兽》很有可能会创造今年除春节档外
的第二个观影高峰。

受《魔兽》点映盛况影响，6月8日
《魔兽》上映首日，我省大部分影院将
把绝大多数时间和场次都安排给该
片，因此，8日的影院节目相对也就较
为“单调”，除了《魔兽》，其他只有《X
战警：天启》、《爱丽丝梦游仙境2：镜
中奇遇记》和《愤怒的小鸟》等几部影
片。同时，《魔兽》的上映也把其他国
产片和进口片都“排挤”出了这段时间
的影院，从6月8日至6月16日期间，
没有一部新大片上映，原来已经安排
的几部中小规模新片，也基本没有院
线安排放映。

截至今晚9时，《魔兽》全国零点
点映场票房已经超过4000万元，冲上
了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零点点映场第

二的高位。而到今晚11时，该片零点
点映场全国票房就已经达到5540万
元，成功超过了《速度与激情7》创下
的5247万元的零点点映场纪录，创下

了中国零点点映场票房新纪录。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表示，今年春节

档全国票房大爆发后就一直处于低迷
状态，每个工作日全国票房只有区区数

千万元。而本周三这个工作日，全国票
房将有望凭借《魔兽》的巨大影响冲破3
亿元，冲上春节档连续几天单日票房突
破3亿元大关后的第二个高峰。

《魔兽》今日铺天盖地上映
以5540万元创下中国零点点映场票房新纪录

据新华社上海6月7日电（记者
孙丽萍）功夫明星李连杰6日在上海
宣布将携手上海兴格传媒共同制作
一档功夫真人秀《谁是下一个功夫英
雄》，定于2017年播出。他表示，届
时将邀请史泰龙、施瓦辛格、安吉丽
娜·朱莉等人一起参与这档节目。

“中国的娱乐产业越来越发达，文
化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我很荣幸可以
在这个时代里完成一些梦想。”李连杰
说，除了真人秀，他还计划联合中美再
拍摄一部功夫影片。

在6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李

连杰笑言，他以前曾希望让全世界都
理解“中国武术”博大精深的内涵，但
如今40余年过去了，好莱坞还是只知
道“中国功夫”而不知中国武术，中国
功夫已成为中国文化代名词之一。

“我一直在想，中国能为世界做些
什么？而全世界包括好莱坞，都认为中
国人对中国功夫最有话语权。所以，我
们可以打造一个把中国传统功夫和现
代生活方式结合起来的平台，弘扬中国
文化，源源不断地发现新的功夫明星。”
李连杰说，全球首档功夫真人秀能给中
国功夫输送“新鲜血液”。

李连杰筹划功夫真人秀
邀史泰龙、施瓦辛格、朱莉等人参与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卫
小林）今天下午，郭富城主演的新片
《天亮之前》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
会，宣布该片不但成功入围第19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影
片提名，而且定档7月22日全国公
映，这是记者从片方恒业影业集团
海南站获悉的。

据介绍，《天亮之前》由吴中天
导演，主演除郭富城外还有杨子
姗、郝蕾、安志杰、范湉湉等。郭富
城此次一改型男路线，在该片中饰

演了一个放浪形骸、整日混迹于赌
场的赌徒高野；杨子姗则首次挑战
风尘女角色，在片中阴差阳错地与
郭富城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并
且共同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离奇一
夜；以参演《奇葩说》出名的女主持
人、演员范湉湉，则在片中出演了
一位“老鸨”和黑社会“大姐大”的
双重身份人物，并且她还是杨子姗
的“顶头上司”。

记者了解到，这部表面上属于
爱情类型的影片，其实又包含另外

一种类型模式，那就是黑帮片。在
片中，出现了花式赌局、黑帮追杀、
侠盗飞车等典型的黑帮片情节，非
常吸引观众眼球。

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
6月11日至19日在上海举行，《天
亮之前》已经入围亚洲新人奖最佳
影片提名，这不但是对《天亮之前》
的肯定，也是对首次执导大银幕电
影的导演吴中天的肯定。片方希
望7月22日上映后，更加能够得到
观众的肯定。

入围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提名

《天亮之前》定档7月22日 《魔都凶音》首发海报
本报讯 近日，由导演彭鹏华编剧、执导的

恐怖惊悚电影《魔都凶音》首次发布先导海报，
宣布定档7月22日暑期档上映。

该片既有恐怖元素，也有惊悚悬疑剧情，导
演表示《魔都凶音》旨在呈现一部符合电影水准
的恐怖片，认真讲故事，认真对待观众。

据悉，该片由姜雯、于小伟领衔主演，张瑶、
张辛苑、王笑天、颜冠英联合主演，于和伟特别出
演。影片创意来源于导演彭鹏华真实的10年上
海居住经历，讲述美女网络作家刘小兰经历失
恋、创作瓶颈的人生低谷后，搬进上海外滩一个
老旧小区后与各色诡异邻居的相处过程。（欣欣）

黎明上《端午金曲捞》
本报讯 江苏卫视端午特别节目《端午金

曲捞》将于6月9日晚播出。剧组日前已经曝
光了“叨叨团”、“唤醒师”等人身份，唯独4位原
唱者依然未公布。近日，节目组正式公布了第
一个原唱者，他就是黎明。

说起黎明，他和江苏卫视还真的很有缘
分。今年4月，他就参加了江苏卫视周五竞技
综艺《非凡搭档》，突破了固有的偶像气质，还原
成为一个接地气的真性情的黎明。

本次参加《端午金曲捞》，黎明将要“唤醒”
的歌曲，是自己4年前推出的一首单曲《我可以
忘记你》。这首歌，是黎明2012年与乐基儿离
婚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黎明选择这首歌曲参
加节目录制到底有何意义？这也引发了网友热
烈的讨论。 （欣欣）

郎朗刘谦黄磊林志颖
加盟《加油！向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白瀛）科
学挑战节目《加油！向未来》将于7月3日起在
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节目以科学为题
材，邀请明星和普通科学爱好者组队，通过两队
竞赛对抗，从而开启奇妙的科学之旅。

该节目总导演王宁日前在北京介绍，节目
旨在展示我国在科技前沿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推动科技创新。节目将由撒贝宁、张腾岳、邓
楚涵联合主持，郎朗、刘谦、黄磊、林志颖、朱
丹、王迅嘉宾参与。

在《魔兽》中深陷众兽人包围的人类领袖洛萨深知，战争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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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济南6月7日电（记者
萧海川 吴书光）中超本赛季又一位洋
帅告别球队。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
部7日发布公告称，曼诺·梅内塞斯即
日起不再担任山东鲁能泰山队主教练
职务。

公告称，曼诺因个人原因，提出希
望辞去球队主教练一职，俱乐部董事
会经研究并与曼诺先生深入沟通后，

决定同意其辞职请求。对曼诺及其团
队的辛勤工作，以及带领球队实现亚
冠小组出线并晋级八强，俱乐部表示
感谢。

鲁能泰山的各项训练工作将暂由
中方教练组组织实施。李霄鹏是中方
教练组组长，预计他近期将承担起更
多教练指挥职责。

前巴西国家队主帅曼诺在去年

12月正式出任鲁能泰山队主教练，是
鲁能的第13任外籍教练。目前鲁能
泰山在联赛中战绩堪忧，连续六轮不
胜，已掉入保级区。

记者了解到，中超开赛至今已有
多名洋帅遭遇“下课”。自5月起，斯
托扬诺维奇、扎切罗尼、佩特雷斯库先
后被长春亚泰、北京国安、江苏苏宁解
除了主教练职务。

本报讯 6月7日晚，中国男足
在大连体育中心与哈萨克斯坦国家
队进行一场热身赛，结果以0：1失
利。这是高洪波二次挂帅国足后，遭
遇的首场失利。

与上场4：2战胜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队的比赛相比，本场比赛中国队
做了大面积轮换，首发阵容只保留了
赵明剑、冯潇霆和张琳芃三人。第67
分钟客队大脚吊前场，23号洛格维年
科头球摆渡，刚刚替补出场的13号
努尔加利耶夫接力头球得分。

上半时即将结束时，任航在与哈
萨克斯坦队球员乌兰争抢皮球时犯
规，乌兰落地时右脚意外折断，右脚

形成近 90 度的弯曲，场面触目惊
心。任航也因为这次犯规，被主裁出
示黄牌警告。乌兰的这次严重受伤，
恐将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严重影响。

乌兰重伤下场之后，下半时哈萨
克斯坦队球员的情绪有些急躁，他们
频频使出飞铲等动作，有一名球员领
到红牌被罚出场。

比赛后，哈萨克斯坦队主教练塔尔
加特透露，乌兰的伤势非常严重，怀疑是
骨折，还需要进一步检查之后才能确
认。塔尔加特还表示，比赛非常激烈，中
国队球员任航应该不是故意伤人。

赛后，国足主教练高洪波在点评
比赛时表示：“输球的结果让人很失

望，国家队很久没有来大连，而且这
么多球迷来到现场支持国家队，输球
确实是一件非常沮丧的事情。”

高洪波强调：“这场比赛为了考虑
12强赛面对不同对手，所以尝试不同
战术。但这场球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都让人很失望，特别是进攻比上一场
差距更大，这应当是教练组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们的技战术打法、用人、
训练方式都让教练组有值得总结与检
讨的地方。”

谈到本期国家队集训的收获，高洪
波表示：“接下来队员们要回到联赛之
中，希望球员们能够集中精力打好联赛，
准备好下一期的国家队集训。”（小新）

北京时间6月9日，美洲杯足球
赛进行B组第二轮的比赛，巴西队将
迎战美洲杯新军海地队。巴西队赛前
有6名队员因伤病等原因退出，首战
勉强收获平局。次战对阵公认实力最
弱的海地队，巴西队当可以一场胜利
来提振士气。

从未获得过奥运会金牌的巴西队，
欲借东道主之利一圆奥运冠军梦，他们
把重心放在8月份的奥运会，而拿此次

百年美洲杯为奥运会练兵。参加此次美
洲杯的巴西队并非最强阵容，头号球星
内马尔选择休息为奥运会储备能量，而
美洲杯开赛前，巴西队又因伤病等原因
更换6名战将，其中包括科斯塔、古斯塔
沃等主力。在小组赛首轮与厄瓜多尔的
比赛中，裁判吹掉对手的一个进球，巴西
队才逃过一劫，与对手战成0：0。

中美洲球队海地队是首次亮相美
洲杯赛，被视为16支参赛队中最弱的

队伍。不过，海地队有数名球员在法
甲、比甲等欧洲联赛中效力，也有一定
的战斗力。该队的实力与萨尔瓦多、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等中美洲球队相仿。
小组赛首轮，海地仅以1球小负秘鲁，可
见并非不堪一击。即使实力削弱，“巴
西二队”的实力也远在海地队之上，此
战获胜应无大碍。但巴西队也得打醒
精神避免阴沟翻船，如果不能全取3分，
出线前景就不妙了。 ■ 林永成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里约奥
运会开幕倒计时已进入60天，6月7
日，海口安利体验馆面向公众启动
了“为奥运加油”征集签名活动，为
中国体育健儿加油，为奥运祝福。

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参与，人
们纷纷签下自己对奥运的祝福，对中
国的祝福。“我爱奥运”“中国队加油”
等各种各样的签名表达了市民的心

情。最先参与此次活动的5名跑友
获得了“为奥运加油体验新锐奖”。

据介绍，自2001年与中国奥委
会合作以来 ，安利已经为中国体育
代表团提供了15年的专业营养支
持，多年来致力于宣传奥运精神，推
广全民健身运动。据悉，奥运会期
间，海口安利体验馆也会举办奥运
主题月活动。

山东鲁能主帅曼诺下课

美洲杯前瞻 战弱旅，巴西不可怠慢

热身赛国足0：1不敌哈萨克斯坦

高洪波：进攻防守都让人失望

征集签名为奥运加油

海口市民在安利体验馆签名助力里约奥运。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海口市篮球联赛小组赛收官

12支球队脱颖而出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6年海口市篮球

联赛小组赛6月6日晚收官，12支队伍从各小
组脱颖而出，其中4支小组第一名直接进入1/4
决赛；8支球队进入附加赛，争夺另外4个八强
名额。

本年度海口市篮球联赛5月18日开赛，共
有20支球队参赛。小组赛共进行40场比赛，
结果海南师范大学、海大福莱、海南祥云防雷、
华溢福兴4支球队分别夺得A、B、C、D组第一
名，直接晋级1/4决赛；中国有线、传承、波涛装
饰海星、农垦总医院、华盛和平、宁翔新华、秀英
15村、海口技师学院等8支球队获得附加赛资
格，他们将捉对厮杀，胜者晋级1/4决赛。

附加赛将于6月9日和10日进行，对阵形
势为：中国有线VS传承、波涛装饰海星VS农
垦总医院、华盛和平VS宁翔新华、秀英15村
VS海口技师学院。

库里确认缺席奥运会
本报讯 据NBA官网报道，北京时间6月

7日，金州勇士队的常规赛MVP库里正式通过
声明宣布他将不会参加里约奥运会。

库里在声明中指出他在近期遭遇的脚踝和
膝盖伤势是他退出奥运的主要原因。

“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及和家人、勇士队以及经
纪公司的沟通，我已经决定退出美国男篮征战里
约奥运会的名单。最近，我已经将这个决定告知
科朗吉洛（美国篮协主席）。”库里在声明中说道。

“我之前在美国队的经历很有收获、很有教
育意义，也非常快乐。所以对我和我的家人来
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然而由于某些
因素，包括我近期遭受的脚踝和膝盖伤势，我相
信在我目前的职业生涯阶段，这是最正确的决
定。代表你的祖国并穿着胸前印着‘USA’的
球衣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荣誉，但是今年夏天，我
在篮球方面的主要目标是专注于我的身体恢
复，并为2016-2017赛季做好准备。”

对于库里的退出，科朗吉洛感到很遗憾，但
是他百分百支持库里的决定。“自从斯蒂芬最近
受伤以来，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我知道他很
可能做出这个决定。”科朗吉洛在声明中说道，

“我们很感谢斯蒂芬和他的经纪人能及时告诉
我们这个决定。”

虽然库里已经正式宣布退出里约奥运，但
是他的两位队友格林和巴恩斯都表示愿意出征
里约。 （罗森）

中国队球员
张琳芃（左）在比
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