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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4日讯 （记者卫
小林）今天下午，海南中学舞蹈团在
该校体育馆举行2016至2017学年
上学期教学成果展演，记者从展演
会上获悉，该团2016年斩获了“中
小学舞蹈教育传统校”荣誉称号，并
在多项活动中大显身手，舞蹈教学
硕果累累。

今天下午的教学成果展演可谓
精彩纷呈，海中舞蹈团近40位学员
集体上阵，先后分别表演了女班芭蕾
基训、男班古典舞基训的把杆动作和
中间动作，初中芭蕾舞技术课，高中
古典舞技术课，毯子功技术技巧，男
班群舞《太阳鸟》，女班独舞《罗敷行》
片段、《中国芭比》片段、《乡愁无边》
片段，男班群舞《红色英雄》和女班群
舞《且吟春语》，尤其是同学们精湛而

高难度的技巧展示以及在群舞中的
超高难度动作发挥，激发出现场数百
位家长和老师们阵阵激情掌声。

海中舞蹈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团2016年3月份参加了博鳌
亚洲论坛十五周年庆典晚会演出，
4月份赴青岛参加了全国第五届中
小学生艺术展演，并获得了中国舞
蹈家协会授予的“中小学舞蹈教育
传统校”荣誉称号，5月份参加了澳
门教育中学学生来访交流演出，9
月份参加了学校迎新暨庆祝第三
十二届教师节文艺晚会，11月份参
加了“足球新长征”海南站启动仪
式演出，在多项大型活动中多次登
台亮相，让这些习舞孩子既展示了
海南中学的形象，也收获了青春成
长的硕果。

斩获“中小学舞蹈教育传统校”荣誉称号

海南中学舞蹈团硕果累累

男子舞蹈班在表演群舞《红色英雄》 本报记者 卫小林 摄

本报海口 1月 4 日
讯（记者卫小林）都以为2016
年全国电影票房滑坡了，海南电影
票房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但记者今
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海南全省
电影票房不降反升。截至2016年
12月31日24时，海南全省2016年
实现电影总票房3.82亿元，比2015
年的 3.54 亿元净增 2920 万元，在
2015 年已经大涨 63.8%的基础上
再增8.25%，增幅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一倍多。

据介绍，在海南所有院线影城
电影票房排行榜中，中影国际影城
海口上邦店以5090.55万元，夺得全
省电影票房冠军；海口中视国际影
城国兴店以4771.33万元赢得亚军；
海口万达影城大都会店以3404.66
万元获得季军。全省票房榜前三甲
总票房达到1.32亿元，占据了全省
2016年总票房的34.72%，为全省贡

献了三分之一的电影票房。
按城市票房划分，海口市以

2.26亿元票房收入稳居全省城市票
房冠军，比2015年的2.19亿元票房
略有增加，贡献了全省59.16%的票
房；三亚市以8177.83万元占据全省
城市票房亚军，贡献了全省21.4%
的票房；琼海市以1484万元略超儋
州坐上了全省城市影院票房季军位
置，贡献了全省3.88%的票房。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2016年全国电影票房在最后几天
才超过2015年，增速大大放缓，同
比仅有3.73%的增幅。但海南电影
票房增幅却达到了8.25%，高出全
国平均增幅1.2倍，表现还是相对比
较亮眼的。

2016年海南电影票房再增长
全省总票房3.82亿元 在2015年大涨63.8%的基础上再增8.25%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

者刘伟）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政府获悉，为了让
海口市民和各地来琼游客过上一个欢乐、祥和、
喜庆的新春佳节，龙华区委、区政府将于2017
年春节期间组织开展万春会系列文体活动。

据介绍，此次万春会系列文体活动以“欢
乐、祥和、文明、和谐”为主要元素，通过精心策
划与组织优秀文艺表演、传统民俗艺术表演、花
灯展示、趣味游园项目等主题文化活动，带动市
民和游客的参与热情，营造“喜迎万春会，全民
共参与”的热烈氛围。

海口筹备万春会
系列文体活动
将于春节期间在全市多地举行

本报三亚1月4日电 （记者林
诗婷）由崔俊杰执导的原创 IP 系
列电影《超级大山炮 2》日前在三
亚开机，剧情中设定的海上豪华
游艇、摩托艇追逐、海滨风光等元
素，将全部在三亚的滨海风景中
拍摄完成。

据介绍，该片吸引了赵珈萱、刘
小光、程野、唐娜、宋晓峰、张家豪、
周云鹏等喜剧笑将加盟，影片以一
对青年夫妇的蜜月旅行开篇，旅途
中，两人莫名卷入国际集团斗争，巧
遇集团千金而引爆一段离奇经历。
该片将秉承“东北味”喜剧风格，并
挖掘不同地域文化冲突中的幽默元
素。其中，片方还邀请了赵本山的

女儿、当红网络主播赵珈萱饰演集
团千金一角。

《超级大山炮 2》是“超级大山
炮”系列电影的第二部，作为同系列
电影《超级大山炮之夺宝奇兵》的续
集，该片在内容上也将起到承上启下
的作用，其细节与线索展现体现出了
主创团队对于“超级大山炮”系列整
体性的把握。

相较第一部《超级大山炮之夺
宝奇兵》的奇幻特色，《超级大山炮
2》更趋向于展示时尚都市和速度
角逐的酷炫效果，其中，摩托艇追
逐、山崖飙车、动作打斗等惊心动
魄的视觉效果，将在影片中作为重
要元素呈现。

记者获悉，该系列电影计划今年
陆续与观众见面，届时，观众在感受
爆笑剧情的同时，还可饱览三亚的滨
海风情。

电影《超级大山炮2》
三亚开机

赵本山女儿赵珈萱出演女主角

海南电影票房为何能在2015年
大 涨 63.8% 的 基 础 上 再 度 增 长
8.25%？记者采访了海南院线业内
人士，他们给出了比较权威的解释。

业内人士表示，有两大原因为
海南电影票房再增长提供了动力：

第一是原来的老牌影城继续发
挥优势，吸引影迷留在了影院，比如
中影国际影城海口上邦店，比2015
年总票房还出现了增长，这在业内
的表现非常优异。中视院线旗下海
口、三亚、儋州三地的影城总票房也
接近亿元，其优异成绩在行业里有
目共睹。而万达旗下新旧影城齐齐
发力，2017年增势必定势不可挡。

第二是大量新建影城在下半年
相继投入使用，其中，海口市新增影
城最多，比如海口星轶国际影城、海
口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滨海大道店、
海口万达影城海航日月广场店、海
口万达影城秀英万达广场店等，开
业时间虽然很短，但票房高的已经
产出了三四百万元，其中海口万达
影城秀英万达广场店开业才一周时
间，竟然产出了66.55万元票房，非
常抢眼。也正因为全省新建影院
增多，才促使海南电影票房逆势增
长，比如2015年，海口这个全省最大
票仓产出了2.19亿元票房，但2016
年面临全国增速放缓的困境，还是

产出了2.26亿元票房，有力保证了
海南全省总票房不降反升。

业内人士表示，从2016年海南
全省的电影票房表现看，海南电影
事业仍然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
2014年全省总票房2.16亿元，2015
年全省总票房3.54亿元，2016年全
省总票房3.82亿元，总票房一年一
个台阶地增长，但增速从2015年的
63.8%降到2016年的8.25%，这也与
全国电影票房增速放缓的大趋势一
致，而其比全国增幅翻一番的情况
说明，海南影市仍然大有潜力。

记者 卫小林
（本报海口1月4日讯）

王家禧，1925 年生于天津，在天津度过小
学中学时光，1944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
西洋画专业，毕业后曾在天津文化宫从事美术
工作，1960年在香港担任儿童《乐锋报》杂志美
术指导与编辑，上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漫画创
作，1962年起创作漫画《老夫子》。1974年移居
美国，继续进行老夫子系列漫画创作，老夫子漫
画至今已出版400多套，风行世界华人社会。

经典漫画《老夫子》
原作者王家禧离世

据新华社香港1月4日电（记者丁梓懿）
经典漫画《老夫子》原作者王家禧因年老器官衰
竭，在美国于当地时间2017年1月1日凌晨离
世，享年93岁。王家禧的漫画作品风格独特、
内容耐人寻味，展现香港社会不同年代的生活
面貌，他的离世引发香港各界人士缅怀。

4日下午，在香港湾仔动漫基地“想入非
非——老夫子漫画作品展”上，人流如织，众
多老夫子迷细细观看《老夫子》漫画原稿，向
王家禧致敬。由于观展人数众多，主办方特
意将 4日的展览时间延长两个小时，并于 5
日加开半场。

年近 60 岁的孙先生表示自己是“老夫
子”的忠实粉丝，听到王老先生离世的消息
感到很难过，所以特意赶来观展，以纪念王
老先生。他说：“希望这一经典漫画可以继
续传承。”

10岁的郭姓小朋友正跟爸爸妈妈驻足观
看一幅名为《英雄末路》的漫画。她说，第一次
看到《老夫子》漫画是在图书馆里，当时感觉特
别好玩、特别好笑，所以就喜欢上了它。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3日在“脸书”
上发文指出，王先生的“老夫子”是香港一代
传奇。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去理发店看漫画
书，《老夫子》大量供应，最受大人和小朋友欢
迎，其中的三个主角更经常被孩子们用来起

“花名”。
曾担任王家禧助手的漫画家尊子表示，《老夫

子》是香港漫画的代表，在华人圈也很有代表性，他
形容王家禧头脑灵活，开朗、有童心和孩子气。

此外，龙泉镇、龙桥镇、城西镇、遵谭镇、新
坡镇各镇以及中山街道办等五镇六街，也纷纷
本着“节约、乐民、文明、健康”的原则，结合自身
实际，组织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群众参与性
强的文化娱乐活动，供广大居（村）民踊跃参与，
也欢迎市民和游客加入。

2016年增幅海南三年票房
一年一个台阶

2014

2.16亿

2015

3.54亿

2016

3.82亿

全国增幅

3.73%
海南增幅

8.25%

2016年海南影城三甲

5090.55万元

海口中视国际影城国兴店 4771.33万元

海口万达影城
大都会店

3404.66万元

中影国际影城海口上邦店

海南票房增幅
比全国翻一番，为啥？

业内人士：老牌影城继续发力；新增影城相继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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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春会系列文体活动主要项目

第十二届万春会新春主题灯展亮灯仪式
时间：2017年1月25日
地点：万绿园

新春主题灯展
时间：2017年1月28日—2月11日
地点：万绿园

龙华欢乐日活动“幸福龙华”新春文艺展演
时间：2017年2月1日15：00—17：00
地点：万绿园

2017龙华区迎新春文艺晚会暨龙华区文
化馆第四届免费开放培训汇报展演

时间：2017年1月15日20：00—22：30
地点：万绿园

“小手拉大手，扶着夕阳走一走”新年爱心
祝福走进敬老院活动

时间：2017年1月21日
地点：遵谭镇敬老院

迎新春对联送福活动
时间：2017年1月22日
地点：双创广场（或金牛岭公园）等

王
家
禧
生
前
照

据新华社香港电 为加深香港观
众对故宫的了解，大型文化类科普节
目《触得到的故宫》将从1月7日起在
香港无线电视翡翠台播出。据介绍，
节目将从建筑、皇家礼仪、园林、文物
等多个角度向观众介绍故宫，并从文
化角度探寻香港与故宫之间的联系，
帮助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故宫，感受
故宫文化的魅力。

《触得到的故宫》
7日香港首播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记者白
瀛）电影《红颜雅韵》1日在人民大会
堂启动。影片旨在通过女主人公因旗
袍而起的穿越爱情故事和企业家的诚
信故事，让更多的中外年轻人认识旗
袍，向海内外推广中国旗袍文化。影
片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导演及主演，
计划4月开机。

电影总制片人、中国旗袍协会理
事长汪泉介绍，片中，女主人公通过一
件古老的旗袍，得以自由穿梭于当代
都市和民国年间的大上海，经历了不
同时代的爱情故事，也见证了两代旗
袍企业家的诚信故事，从而获得了一
个重新认识爱情与自我的过程……

电影《红颜雅韵》
推广旗袍文化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记者白
瀛）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国家
一级编剧李宝群创作、四川人艺导演
王根执导的小剧场话剧《两只蚂蚁在
路上》将于12日-22日在国话先锋剧
场上演。创作者对剧中困顿的都市生
活，除了表达一份无奈的揶揄，仍然保
有热切的希望。

出品方北京哲腾文化负责人介
绍，该剧讲述了一对开出租车夫妇的
嬉笑怒骂、你怨我怼、进而破镜重圆的
故事。创作者将以温和的笔调、诗意
的解构，重建当代都市人的精神世界，
触探生活表面下的脉脉温情。

话剧《两只蚂蚁
在路上》12日开演

左图：参加综艺节目时的
赵本山女儿赵珈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