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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10月9日电（记
者杨一苗）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将于
10月15日在陕西延安开幕，期间将
举办第十五届文华奖评选，来自各地
的57台优秀参评剧目将参与评奖。

据了解，第十五届文华奖参评剧

目共分为京剧昆曲、话剧儿童剧类、地
方戏曲类、音乐舞蹈杂技类四个大类，
57台参评剧目均是经过层层严格评
选脱颖而出的优秀剧目，如京剧《西安
事变》、话剧《麻醉师》、儿童剧《红缨》、
秦腔《易俗社》等。

此次文华奖参评剧目的演出场地
分散在陕西省西安、宝鸡、延安、渭南
等地市的19个剧场。第十一届中国
艺术节举办期间，还将举行第十七届
群星奖决赛参赛作品惠民演出等公共
文化服务系列活动。

57台剧目角逐第十五届文华奖

2016年电影国庆档已经过去，7
天时间虽有十余部国产片抢滩，但票
房却现负增长，同比缩水23.4％，国产
电影颓势仍扭转乏力。

同比票房近年首次下降

国家电影资金办数据显示，今年
国庆档全国票房收入14.18亿元，相
比2015年的18.5亿元下降了23.4％。

从10月1日至7日，国内单日票
房分别为2.59亿元、2.37亿元、2.17亿
元、1.96 亿元、1.8 亿元、1.81 亿元、
1.48亿元，均低于去年同期，因而票房

总和出现近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从2008年至今，国庆档始终保持

高速增长。尤其是从2013年至2015
年，分别产出6.17亿元、10.91亿元、
18.5亿元，增幅分别达到55％、76％、
69％，均高于当年全年票房增速。

主旋律创新成“黑马”

今年国庆档唯一的亮点，是中后
期成为“黑马”的《湄公河行动》。作为
一部几乎没有“鲜肉”撑场、没有IP加
持的主旋律题材电影，《湄公河行动》
在国庆档显得独树一帜：10月4日单
日票房超越此前一直雄踞榜首的《从
你的全世界路过》，此后一路看涨，最
终坐上了国庆档票房冠军宝座。

来自豆瓣、时光网等电影网站的
观众留言显示，不少影迷从故事内
容、叙事结构、配乐、演员等方面，都
对《湄公河行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认为这部“主旋律电影”难能可贵地
没有过度拔高意境。

“粉丝电影”救市乏力

今年国庆档中，《爵迹》无疑是前
期宣传阵势最大的影片，以真人3D
动作捕捉技术的CG电影为噱头，集
结了范冰冰、吴亦凡、陈学冬、陈伟
霆、郭采洁、王源、杨幂、李治廷等众
多当红明星。

评论认为，郭敬明毫无疑问深谙
“粉丝经济”，希望通过华丽阵容再现

当年《小时代》系列的辉煌。然而从目
前票房来看，却遭遇滑铁卢。去年《小
时代4》上映首日票房就破1亿元，而

今年《爵迹》上映首日仅收5855万元，
想凭“粉丝”拉动票房，已经力不从心。

记者 任丽颖 （据新华社电）

■ 冯巍

观众看电影究竟看啥？无外乎故
事和明星。如果故事假了，明星阵容
再大，也会让人觉得不真实。国庆期
间看王晶编导的喜剧电影《王牌逗王
牌》，就有这种虚假感。

王晶电影风格多变，有的很真
实，如《五亿探长雷洛传》，真到震撼
人心；但他的喜剧片，却总是普遍缺乏
真实感。此次推出的《王牌逗王牌》，
就让观众吐槽很多。该片以虚构的

“上帝种子”为故事核，既无现实基础，
也不接地气。当科幻片看吧，也不存
在合理性。可就是这样一个假故事，
导演还硬要让正反面人物围绕它进
行各种打斗、争夺甚至搏杀，不但丝

毫不能让观众“入戏”，反而让人越看
越觉得滑稽。整部电影仿佛一场游
戏，虚假至极。

故事核假了，其他都免不了留下
假的痕迹。即使拥有刘德华、黄晓明
两大当红明星，还有冯宝宝、欧阳娜娜
等新老艺人，最终还是产生一种金玉
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

往深层次想，这种虚假故事也害
了刘德华、黄晓明等明星，明明知道是
假的，却要装模作样当真的去演，结果
越演越假，观众不是被剧情应有的喜
感逗笑，而是为剧情的虚假笑场，岂不
是太遗憾了吗。

由此可见，剧本基础太关键了。
如果你搭成一个有真实感的故事框
架，哪怕“外墙”有瑕疵，观众也不会笑
场；如果你搭成的整个框架都很假，观
众便很难产生真实感。所谓假作真时
真亦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假作真时真亦假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卫
小林）第二届金舞杯全国艺术文化交
流活动近日正式启动，大赛设有声
乐、器乐、表演、舞蹈等六大类比赛项
目，将为有文艺梦想的青少年提供展
示平台，这是记者今天从省文联获悉
的。

据介绍，本届全国艺术文化交流
活动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中华

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等单位联合主
办，大赛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邀请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导演、制片
人和音乐行业名人等担任嘉宾评委，
为全国各分赛区推荐的优秀文艺人才
现场打分。

记者了解到，本届大赛设六大类
比赛项目，包括声乐类（含通俗、民族、
美声、组合、原创歌曲、原生态歌曲）、

器乐类（含民族乐器、西洋乐器）、舞蹈
类（含民族、现代、古典、芭蕾、国标、街
舞）、表演类（含模特、主持、朗诵、小
品、武术、戏曲、曲艺）、书画类（含书
法、绘画）、英语类（含朗诵、英语课文、
故事、童话、英语小主持、英文歌曲、英
语短剧）。大赛分六大组别进行，包括
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成年
组和特邀组。

第二届全国艺术文化交流活动启动

谍战剧《双刺》热播

本报讯 由牟晓杰执导的谍战剧《双刺》正
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谍战加情感混搭的
制片路线，让观众给出了众多好评。

制片人杨利表示，谍战剧不能为了颜值而
颜值。剧中，祖峰、王子文、曹征、倪虹洁都不是
当下热门的高颜值演员，但《双刺》所走出的谍
战加情感的混搭路线，却让观众眼前一亮。

作为谍战剧专业户的祖峰，在此剧中展现
了国民党高官侍卫长冷峻的一面，进可哄老婆，
退可做饭的技能，也让他扮演的角色获得加
分。以情感助力谍战，潜伏任务的重重惊险，也
被植入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这样的年代故事，
也显得更接地气。 （欣欣）

《我的新衣》回归荧屏

本报讯 国庆黄金周结束，跨界时尚综艺
节目《我的新衣》也于10月8日回归东方卫视。

本周节目迎来的是时尚运动风格。登陆节
目的女神们面对这一主题，纷纷使出杀手锏，林
志玲单手吊威亚，爆炸头演绎“寻龙诀”；容祖儿
化身007，大玩动作戏；更有吴昕霸气归来，俨
然变成了保龄球运动员。

自参加节目以来，女神们在造型方面已做
出很多突破，从知性优雅的职场装，到硬汉气十
足的男人装，大家作了众多尝试。而林志玲的
每一场秀，又都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节目展
示了近年来流行的运动风服饰，证明穿衣风格
也可以非常运动，而运动也可以很时尚。（欣欣）

大鹏称离大导演还远

本报讯 “10亿导演”大鹏自喜剧片《煎饼
侠》后再无新闻。近日，大鹏现身马东新节目
《饭局的诱惑》，自称离大导演距离还很远。

这一年来大鹏其实一直在工作，和冯小刚、
徐克等导演的合作，让他慢慢沉淀下来。大鹏
表示，真正的大导演都是从内心深处尊重作品
和演员的，而不像某些人一样享受指挥别人、操
控现场的感觉，大导演都特别专注于提升自己。

大鹏承认，《煎饼侠》带来“10亿光环”后，
当时“有些志得意满”，甚至当场宣布退出主持
界。而一年后的今天，大鹏向马东承认，自己的
电影其实不够好，他还要向前辈学习。（欣欣）

国庆档全国电影票房缩水
“黑马”难掩市场颓势

《湄公河行动》两大主演张涵予（左）彭于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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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重阳节，登高和健步走是
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方式。不过，在海
南，有些年过花甲的老人不甘于进行
平和舒缓的运动，他们或偏爱激烈对
抗的篮球运动，或喜欢跑马拉松、长距
离骑行。他们要做勇于挑战自我的老
年人。

66岁的“跑友坦克”陈国东：
“昨天刚跑完一个半马”

记者见到今年66岁的海口跑友
陈国东时，这位老人气喘吁吁地说自
己刚跑完一个半马（21公里）。看着
老陈浑身紧绷的肌肉，你很难想象他
是一名年过花甲的人。

老陈没退休前是搞物流工作的，
经常要坐大货车到北京和上海等地，
长时间的久坐让老陈身体不适。为了

锻炼身体，2002年，52岁的陈国东开
始跑步。老陈这一跑就没有停下来，
一直跑了14年。老陈每天都要跑10
公里至15公里，十几年来风雨无阻。
最让老陈感到自豪的是，在去年的上
海马拉松赛中，他在60岁至70岁年
龄组中位列第80名。

这些年，老陈和他海口的跑友们跑
遍了国内的马拉松赛，由于成绩不错，
体能出众，老陈得一绰号“跑友坦克”。
这个绰号真不是浪得虚名，2014年，老
陈和海口另外两个跑友进行环岛跑步，
14天的环岛跑一共跑了736公里，平均
每天要跑50多公里。老陈说，环岛跑
真不是件轻松的活，跑到一半的时候他
真想放弃。有一天中午跑着跑着他感
觉实在太困了，居然想睡觉。

老陈说，这些年海口的跑友数量
明显增多，经常坚持跑步的有几千

人。海口成立了几个跑步团队，大家
在一起跑步，切磋经验，分享快乐。

63岁的“篮球狂人”万长松：
一周两场球坚持30年

在海口篮球界提起万长松无人不
知，这位63岁的老人篮球技术精湛。
别看老万个子不高，但他中投较准，敢
于突破上篮，这两招让老万在海口业
余篮球赛中打出了名堂。

老万16岁开始打篮球，1988年，
老万调到海南省委组织部工作，业余
时间“手痒痒”的他又组织了部机关篮
球队。在球队，老万身兼三职，既是领
队也是教练和球员。他每周打两场篮
球，近30年雷打不动。老万说，都说
篮球是年轻人的运动，可是怪了，我却
是越老对篮球越热爱。

老万这些年组队参加过一些赛事，
取得不俗的成绩。2011年，他率队参
加海口市首届农民工篮球娱乐杯，取得

了冠军。2012年，在海口市首届中老
年篮球邀请赛上，他的球队取得了季
军。在2013年海口市首屇中老年篮球
联赛上，60岁的他率队取得了亚军。

老万为打篮球也付出过惨重的代
价，在比赛中，他的左手被摔骨折、左右
脚都崴过、胸部背部碰伤过、腿部肌肉
拉伤过。为此，老万被球友戏称为“篮
球狂人”。老万说：“因为受伤太多，家
里人都反对我打球，好心的朋友给我送
来高尔夫球杆，让我改打高尔夫球，但
我还是放不下对篮球的喜爱。”

喜欢打篮球的老万不想仅在球场上
发挥余热，近日，他成为了海口市篮球协
会的新任会长。老万说，他打算让更多
的海口人走进篮球场，举办有影响力的
比赛，让篮球成为海口的靓丽名片。

63岁的“驴友”谢林：
从海口骑行到拉萨

海口椰城自由骑行队63岁的谢

林最大的壮举就是用了24天的时间，
单人从海口骑行到拉萨。

谢林说，3年前，他和伙伴从海口
出发，经过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到达
香格里拉后，同行的车友因为体力不
支放弃了骑行。他只好自己孤身向拉
萨前进。老谢回忆说，经过千辛万苦
他终于抵达拉萨，这时候人瘦了一圈，
胡子长了白花花的一茬。

老谢所在的海口椰城自由骑行
队的骑友们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海
口至三亚的挑战骑行，老谢说，
2013 年那次最难忘。海口至三亚
300多公里的距离他和骑友们骑了
13个小时，到达三亚的时候，大家都
筋疲力尽。每天，老谢要骑行几十
公里，他认为骑行最大的乐趣就是
能欣赏到美景。老谢说，骑行是很
好的有氧运动，对提高心肺功能大
有益处。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

和年轻人打篮球，跑遍国内的马拉松赛，从海口骑行到拉萨——

花甲之年，海南老人勇于挑战极限

城市围棋联赛第6轮

海口队进季后赛难度大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6-2017城市围
棋联赛第6轮比赛近日在文昌举行，海口银湾
队主场不敌南京苏中建设队，目前以6战2胜4
负的战绩，在小组6支队伍中排名靠后，打进季
后赛的希望渺茫。

海口银湾队是首次参加城市围棋联赛，特
聘职业六段王垚（全国冠军、世界亚军）为主教
练，陈星6段为领队，队员包括业余围棋世锦赛
冠军8段付利（原国家队棋手，职业四段）、职业
二段马媛媛（女）、职业初段陈必森、战鹰（女），
以及本省业余高手胡子真、胡江华、何玉卿、吴
衡等。他们的目标是打进季后赛。获得本区前
四名的队伍进入季后赛。

赛后，海南省围棋协会总教练、本次比赛的
裁判长郑怡均表示，城市围棋联赛是一项新兴
的围棋赛事，是“中国体育项目中最接近NBA
赛制的”，分A、B、C、D四个区，每区6队。每区
成绩最好的4队进入季后赛。参加人员超200
人，参赛队伍由5到10人组成，以业余高手为
主、职业棋手为辅。它参与度高、娱乐性强，而
且职业、业余选手可以同场竞技、同场交流。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文体
厅、城市围棋联盟、省围棋协会、海南星合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海南银湾城围联体育俱乐
部有限公司承办。

男单：穆雷
（决赛2：0迪米特洛夫）
女单：A·拉德万斯卡
（决赛2：0孔塔）
男双：布斯塔/纳达尔
（决赛2：1索克/托米奇）
女双：马泰克/萨法洛娃
（决赛2：0
穆拉德诺维奇/加西亚）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10月8日
电（记者贺灿铃）中国女排主攻手朱
婷所在的瓦基弗银行俱乐部8日举
行2016－2017赛季新闻发布会，希
望在新赛季能赢得包括女排世界俱
乐部锦标赛在内的所有冠军。

在谈到本月18日将在菲律宾揭
幕的世俱赛时，瓦基弗银行教练古德
蒂表示，虽然会面临很多强劲的对
手，但他认为球队拥有多名当今世界
一流球员，会在世俱赛上全力争冠。

新加盟的朱婷在发布会上说，希
望能在新赛季随球队夺得土耳其联
赛冠军。

古德蒂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盛赞朱婷是二三十年才出一个的天
才球员，技术非常全面，有高度有力
量，而且非常聪明，每天都渴望学习。

古德蒂同时透露，在瓦基弗银行
签下朱婷后，中国女排教练郎平希望
他能帮助朱婷提高一传技术，而现在
朱婷在一传方面已取得很大的进步。

朱婷队友、荷兰女排国手斯洛
特耶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回
顾了里约奥运会上荷兰女排与中国
队的两场交锋，表示中国女排现在
实力很强，在里约奥运会上夺冠实
至名归。

朱婷“新东家”
期待获联赛和世俱赛冠军

世预赛：英格兰胜马耳他

（第二轮）

德国3：0捷克

波兰3：2丹麦

罗马尼亚５:０亚美尼亚

黑山５:０哈萨克斯坦

9日，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比赛中，英格
兰队2：0胜马耳他队。图为英格兰队阿里（左
二）与马耳他队拼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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