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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环球夫人大赛陵水落幕

以良好口碑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血战钢锯岭》票房登顶
本报海口 12 月 12 日讯 （记者卫小林）好
莱坞战争大片《血战钢锯岭》凭着过硬艺术质量
越映越火，记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
该片
上映第 4 天终于凭借良好口碑，将一直压在头
上的日本动画片《你的名字》从票房冠军宝座
上拉了下来，
在票房大战中
“抗日”成功。
据介绍，
《血战钢锯岭》8 日首映，当天在全
国票房排行榜上仅处亚军位置，首日票房也仅
1750 万元，冠军仍是连映 7 天的日本动画片
《你的名字》。此后两天，
《血战钢锯岭》一直被
《你的名字》压制，难以翻身。虽然 9 日又有《萨
利机长》
《28 岁未成年》两部新片上映，但都未
超过《血战钢锯岭》票房。经过连续三天上映，
再加观众口碑宣传，
《血战钢锯岭》终于在 11 日
凭借良好口碑打了翻身仗，成功地以 3660 万元
超越《你的名字》，登上单日票房冠军宝座。至
此，
《血战钢锯岭》4 天内收获了 1.18 亿元，至今
晚放映结束后，
全国票房有望达到 1.4 亿元。

白俄罗斯夫人夺冠

本报椰林 12 月 12 日电 （见习
记 者 林 晓 君 贾 磊）12 月 11 日 晚 ，
2016 年第 20 届环球夫人大赛全球
总决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落
幕。经过激烈争夺，最终白俄罗斯夫
人获得全球总冠军。
本次大赛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
的 57 位优秀夫人同台角逐，除白俄
罗斯夫人荣获第 20 届环球夫人大赛
全球总冠军外，来自中国的参赛选手
张波荣获了民选冠军夫人称号，王晓
燕获得年度冠军夫人称号。
此外，本届比赛正式设立了“环
球夫人亲善大使日”，本年度环球夫
人大赛特别设立了环球夫人亲善大
使夫人奖项，旨在将慈善公益事业更
加常态化地进行下去。

本场总决赛晚会由中央电视台
著名主持人朱迅和美国主持人 Spyro Kemble 联袂主持。总决赛上，
选
手们通过泳装、旗袍、晚装等多个环
节的展示，以及极具中国特色的变
脸、古筝、歌舞表演等节目的助阵，为
现场及所有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
据介绍，环球夫人大赛 1996 年
由美国 WIN 基金发起，以“美丽、智
慧、爱心、成功”为宗旨，以慈善公益
为核心，为全球已婚女性提供了展示
自我同时服务于社会的全新平台。
环球夫人大赛举办至今，已经吸
引了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余万
夫人选手参与其中，该赛事于 2013
年正式走入中国。

海师音乐学院首届艺术节开幕
歌剧《原野》展演在内的 12 个主题活
动，涵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文艺演
出等多项内容。今后，该院将推进艺
术节活动常态化，音乐学院 800 余名
师生将借此平台充分展示教学成果，
展现音乐魅力，使艺术节活动在成为
对外交流名片的同时，也为营造校园
内高雅艺术氛围，共同繁荣高校文化
贡献力量。

海南书法家许俊鹏将赴京办个展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海南著名
书法家许俊鹏将于 12 月 24 日至 26
日赴京，在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举
办“书写人生·绘出风采”——许俊鹏
书法展。
本次展览将展出许俊鹏书法作品
80 幅，届时将邀请文艺界、收藏界、媒
体界嘉宾出席开幕式。
许俊鹏祖籍潮州，小学开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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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至今学艺数十年，被评为 2015
年中国书画 500 强“十大年度人物”，
作品被制作成邮票、钱币卡、电话卡珍
藏邮册在全国发行。
本次个展由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
中心主办，
北京古今翰墨书画院承办，
海南省潮汕商会、海南省潮商经济促
进会、北京潮商会、北京潮人海外联谊
会等协办。

《海洋奇缘》北美热映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据新华社洛杉矶 12 月 11 日电 （记者张超
群）迪士尼动画片《海洋奇缘》本周依旧保持强
劲势头，持续领跑北美票房榜，
连续三个周末获
得票房冠军。
《海洋奇缘》本周末开画院线数量仍然保持
在 3875 家 影 院 的 高 位 ，三 天 入 账 1880 万 美
元。影片上映 19 天里在北美地区共收入 1.45
亿美元票房，
全球总票房达到 2.39 亿美元。

历时5年耗资1.5亿美元打造巨制

张艺谋新片《长城》本周四上映
本报海口 12 月 12 日讯 （记者
卫小林）贺岁档票房大战硝烟越来越
浓了，记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
悉，为了尽快抢占票房制高点，张艺
谋最新巨片《长城》从原定 12 月 16
日上映提档 5 个小时，定于 12 月 15
日（本周四）晚 7 时开始在我省各大
影城提前上映。
据介绍，
《长城》是张艺谋执导的
第一部英文大片，
由美国传奇影业、
中
影股份、
乐视影业等联合出品，
该片费
时 5 年制作，耗资 1.5 亿美元拍摄，云
集了马特·达蒙、威廉·达福、佩德罗·
帕斯卡等好莱坞大牌明星；中国影星
阵容更强，包括刘德华、张涵予、彭于
晏、鹿晗、林更新、郑恺、景甜、TFBOYS 成员王俊凯等，是目前为止中
美合拍大片中阵容最大的一部超级巨
片。此次在中国内地抢先上映，将比
北美提前整整两个月时间。

“英国电影季”
河北开幕
《长城》剧照

本报海口 12 月 12 日讯 （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陈卓斌）海南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首届艺术节今晚举行开幕式暨
文艺晚会，
《五月天组曲》等 12 个歌
舞、器乐节目，为全院 300 余名师生献
上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记者获悉，艺术节为期 20 天，将
以
“和谐文化，艺术校园”为宗旨，举办
包括文艺晚会、黎族音乐文化研讨会、

白俄罗斯夫人（前排右二）获全球总冠军后与往届冠军合影。

记者了解到，
《长城》片方之所以
将映期提前 5 个小时，主要因为贺岁
档电影票房大战越来越激烈，今年贺
岁档新片尤其多。比如本周末就有
葛优、章子怡主演的《罗曼蒂克消亡
史》，期望以黑帮和上海滩元素占领
票房；艺术片导演杨树棚执导的《少
年》闯出青春片类型新路，旨在用犯
罪片+青春片类型吸引观众眼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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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热电视纪录片重剪的纪录电
影《我在故宫修文物》，2008 年奥斯
卡最佳纪录片入围导演陈为军的纪
录电影《生门》，都已在圈内和影迷中
引起不少关注，必将分流一部分观
众。在此背景下，
《长城》提前 5 个小
时上映，有望借观众口碑为该片形成
宣传效应，以助力周五开始的周末档
全国票房大战。

英著名演员科林·费尔斯来华
据新华社石家庄 12 月 12 日电 （记者齐雷
杰）2016 中英电影节“英国电影季”12 日在河
北大厂开幕。因主演《国王的演讲》而获奥斯卡
最佳男主角奖的英国著名演员科林·费尔斯，与
中外文化界人士、企业代表出席开幕式。
中英电影节前身为创办于 2013 年的伦敦
国际华语电影节，目前已成功举办三届，2016
年正式更名为中英电影节。今年 6 月，第四届
中英电影节在英国伦敦成功举办。
本次中英电影节“英国电影季”活动共 4
天，内容包括英国电影季开幕式、中英电影文化
论坛、奥斯卡影帝科林·费尔斯职业生涯回顾论
坛、中英电影大师班、英国电影展映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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