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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13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林敏）曼妙之音，丝路天
籁。今天晚上，由三亚太阳鸟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出品，丝路乐队担纲主要
演奏的“蓝色旋律·南海经典”音乐会
在省歌舞剧院上演。

音乐会以器乐演奏结合歌舞表演
的形式，上半场主要展示海南原生态
民族艺术文化，包括儋州调声、黎族歌
曲等。无伴奏合唱《南海摇篮曲》、神
话情景舞蹈表演《鹿回头》以全新形式
与生动演出，引来观众掌声阵阵。值
得一提的是，在器乐合奏《南海情思》
后，乐队成员还邀请观众上台互动，尝
试了鼻箫演奏。

下半场演出汇聚了充满异域特色
的音乐及歌舞，以此展示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风情。阿拉伯鼓与舞《黑眼
镜》、非洲歌舞《哇卡哇卡》，都赢得了
海南观众的阵阵叫好声。

据介绍，今晚在海口演出是该音
乐会首演，之后，音乐会还将前往三亚
以及其他国内外城市进行巡演。

丝路乐队由来自中国东方歌舞团

的优秀演奏家组合而成，携手三亚太
阳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中国
民族音乐品牌。乐队成员均为国家一
级演奏员，成立10余年来，该组合在
国内外演出活动中，创作积累了大量
优秀作品，并形成了独特的演奏风格。

在此之前，三亚太阳鸟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曾与丝路乐队共同打造过

“蓝色旋律·丝路经典”音乐会，该音乐
会曾于去年11月登上国家大剧院舞
台。作为“蓝色旋律”品牌下的另一全
新音乐会，公司负责人表示，相比起

“丝路经典”，“南海经典”则是以展示
海南艺术文化特色为主，着重表现海
南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
文化交流往来。

三亚太阳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多
年来致力于高品质艺术作品的打造，根
据外国市场与海外观众文化需求与品
位，专注于文化产品输出，传播中华文
化。音乐会是其打造的文化产品中最
受海外观众欢迎的一项，截至目前，由
该公司打造的音乐会已受邀前往奥地
利、斯洛伐克、日本等30多个国家演出。

“蓝色旋律·南海经典”椰城首演
10余个精品节目展示丝路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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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13日讯（记者卫
小林）影迷们翘首以盼的好莱坞激
情动作大片《速度与激情8》终于来
了，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省内
各大院线今晚开设的该片零点点映
场已基本预售一空；而全国票房形
势同样一片大好，该片首周预售票
房已超2亿元，14日首映日排片率
更以接近70%的超高排片率创下历
史新纪录。

海口中影国际影城上邦店员工
小洋打开电脑告诉记者，昨天以前，
他们影城才开了4个厅预售《速度与
激情8》今晚零点点映场。可截至昨
天晚上，那4个厅的预售票就都只剩
下最前面一排座位没售出了，形势

如此大热，影城今天又临时决定增
开5号厅和6号厅两个影厅预售，做
到6个影厅全开。截至记者下午4
时30分采访时看到，该影城5号厅、
6号厅两个影厅的预售影票也已售
出过半，可见《速度与激情8》在海南
影迷中的号召力有多高。

记者随小洋上网浏览，发现海
口其他影城情况也大致相同。海口
万达影城万国大都会店今天也开了
6个影厅预售该片，日月广场店更
厉害，同时开了 10 个影厅预售该
片，秀英万达广场店也开了5个影
厅预售该片；海口中视国际影城国
兴店6个影厅全部开放预售，喜盈
门店也开了8个影厅预售该片；海
口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也开了5个影
厅预售……点开每个影厅的选座系
统可以看见，预售座位基本都被选
购，说明《速度与激情8》在海南的
预售情况十分火爆。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由于上周五上映的新片《攻壳机动
队》票房不给力，全国工作日期间的
票房大盘居然要靠上映两周多的
《金刚：骷髅岛》支撑，因此，影迷期
盼许久的《速度与激情8》一启动预
售，票房便迅速火爆起来，到昨天下
午6时，该片首周预售票房就已高达
1.75亿元，到了今天下午4时30分，
全国预售票房又突破了2亿元，达到
2.3亿多元。更史无前例的是，该片
14日首映日当天，全国排片率竟然
达到了69.4%，超过了前作《速度与
激情 7》创下的历史最高排片率
64%，创下排片率新高。

票房变化速度非常快，记者今
天下午4时采访时，《速度与激情8》
的零点点映场票房还只有3500多万
元，但到了晚上8时，这一数据就变
成了4800多万元，已经打破了前作
《速度与激情7》创下的4600万元零
点场票房纪录，再次创下了内地点
映场票房历史新高。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记者卫
小林）从海南本土发展壮大起来的电
影院线品牌——海南中视院线越做
越大了，记者今天从该院线获悉，文
昌中视国际影城昨天正式建成并开
始放映电影。

据介绍，文昌中视国际影城航
天现代城店位于文昌主城区，地处
海文高速与旅游快线交汇处。占地
328 亩的航天现代城里，囊括了航
天科普、航天旅游、航天农业、航天

餐饮、航天购物、航天娱乐、航天教
育、海南北斗卫星应用产业化示范
基地等14大全航天主题业态，逐渐
成为文昌规模大、人气旺的城市新
地标。而坐落于此的文昌中视国际

影城，是文昌市第一家五星级标准
国际影城，内设7个豪华影厅，总共
1280 多个座位，不仅有普通影厅，
还有4K激光杜比全景声巨幕影厅、
4D动感影厅、VIP头等舱影厅等特

色影厅，将为文昌影迷提供专业化
观影服务。

海南中视院线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院线自从在儋州建成首家影
城以来，短短几年时间，海南中视院

线的影城建设已在海口、三亚、儋
州、文昌等地铺开，在全省影迷中树
立起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接下来，
该院线还将在省内的琼海市打造城
市影城，在乐乐黄流镇打造院线首
家乡镇影城。而中视院线旗下的省
外拓展步伐也正在不断加快，目前
除在广东佛山、贵州贵阳等地已建
成影城并迎接观众外，还在四川成
都即将开建影城，把海南中视院线
的业务发展到内地更多城市。

本报讯 好莱坞动作大片《速
度与激情8》以风驰电掣和火爆的对
决吸引着影迷疯狂购票。然而，随
着男主角之一的保罗·沃克4年前
意外离世，《速度与激情8》作了哪些
调整和变化？

少了保罗·沃克的《速度与激情
8》，并没有沉湎于怀旧，而是在原有
演员班底基础上，引入了两位奥斯卡
影后查理兹·塞隆和海伦·米伦，同时
引进了“光头打星”杰森·斯坦森，反

而刻意淡化了前几部固定双男主角
的痕迹。

剧情方面，《速度与激情8》也不
再集中于赛车线索，而是赛车、肉搏
和高科技犯罪“三分天下”，将赛车电
影升级为复合型动作大片，速度加倍
了，激情更爆棚了。

作为一部元素极为丰富的动作
大片，《速度与激情8》为电影同行也
提供了教科书级别的拍片指南：故事
如何起承转合、笑料如何适度穿插、

怎样让每个角色都有发挥空间、如何
平衡文戏与动作戏码、如何完美兼顾
男女观众的不同口味，该片都能做好
适应，为一部标准的“爆米花电影”树
立了榜样。

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范·迪塞
尔在本集中背叛了自己的哥们和女
友，家族成员一起完成任务捡到宝贝
后被他抢了，他还差点撞死了好基友

“巨石”强森，打劫了手提箱……
（钟新）

制片国家：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
拍摄地点：洛杉矶、亚特兰大、纽约、古巴哈瓦那、冰岛雷克雅未克
拍摄日期：2015年至2016年
制片人：范·迪塞尔、尼尔·H·莫瑞兹、克里斯·摩根
类型：动作、剧情、惊悚、犯罪
主演：范·迪塞尔、道恩·强森、杰森·斯坦森、查理兹·塞隆、米歇尔·
罗德里格兹、娜塔莉·艾玛努埃尔
片长：136分钟
上映时间：4月14日（美国、中国内地同步上映）
中国上映版本：2D、3D、IMAX3D、中国巨幕

海南本土院线品牌越做越大
文昌中视国际影城开始放映

《速度与激情8》有哪些变化？

“一带一路”国际音乐
教育联盟将在京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李江涛）
“一带一路”国际音乐教育联盟成立大会暨音乐
学术研讨与展演将于5月5日至7日在中央音
乐学院举行，活动将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音乐和音乐教育的研究，加强与这些国家音
乐教育机构的交流，传播中国音乐文化。

记者从13日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大会将举办“院长论坛”“学术研讨”、11个
国家的“音乐展演”、9个国家的“音乐工作坊”
和“一带一路”乐器展等活动。

届时将有印度、泰国、越南、伊朗、土耳其、乌
兹别克斯坦、斯洛文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匈牙
利、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等16个国家的音乐学
院院长、音乐学者、演奏家70余人，中国十大音乐
学院院长和音乐学者、演奏家20余人前来参会。

据中央音乐学院有关负责人介绍，会议将
以“一带一路”的概念为基础，以音乐文化交流
为契机，建立丝绸之路各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促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还
将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音乐学院和机构间
的教学合作，为未来在音乐学院间互派音乐老
师和学生奠定基础。

“国际军乐汇演”
7月中旬香港举行
解放军军乐团将首办专场音乐会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豫川）为庆祝香港回
归祖国20周年，“国际军乐汇演”将于7月中旬
在香江再次隆重举行。

届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军乐团、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仪仗队、俄罗斯边防卫
士军乐团、荷兰皇家陆军骑兵军乐团等十多支
中外军乐团将为香港民众奉献多场视听盛宴。

主办单位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
许晓晖在记者会上表示，5年前，香港首次举办

“国际军乐汇演”，反响热烈。今年，民政事务局
邀请了多支享誉世界的军乐团参演，表演者逾
千名，规模超过第一次。许晓晖希望，香港市民
能近距离地感受世界各国不同军乐团的魅力，
分享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喜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邹锐向新华社
记者介绍，与首次汇演相比，此次解放军来港演
出有三大不同——军乐和女兵结合做行进表
演；举办首次专场音乐会，并向香港观众介绍各
国国歌；对音乐进行重新编排，突出行进特点。

“相信表演不会让大家失望。”邹锐说，在此次汇
演中，解放军军乐团将率400人合唱团进行压轴
演出，曲目包括香港人耳熟能详的《狮子山下》。

北京查处4起
虚报瞒报票房案
罚没30余万元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张漫子）
记者13日从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获
悉，自3月1日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以来，
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已经检查电影放
映单位100余家，立案4起，罚没款30余万元。

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执法三队副队长李钦
俭介绍，总队执法人员3月23日对北京米瑞酷电
影放映有限责任公司（日坛店）进行执法检查时，
发现该单位票房销售收入账面数据与上报国家
专资办数据不一致，涉嫌虚报瞒报电影票房。

《人民的名义》参评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新华社上海4月13日电（记者许晓青）上
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13日公布，热播反腐
大剧《人民的名义》等已确认参评第23届上海
电视节白玉兰奖角逐。

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选报名工
作于近日截止，有700多部作品申报参加各单
元奖项评选，报名数量与上届基本持平。今年
的电视剧单元共有120余部国产作品报名参
评，其中不乏《人民的名义》《海棠依旧》《欢乐
颂》等收视率和口碑“双高”的影视新作。

组委会介绍，今年申报的国产剧目题材类
型覆盖面广，尤其突出的是现当代题材作品数
量占报名总量的半壁江山。周梅森编剧、李路
执导的《人民的名义》，以检察官侯亮平办案为
主线，揭示当下政治生态与反腐主题，成为白玉
兰奖参评剧目中最受瞩目的一部。

此外，确认参评的《海棠依旧》《彭德怀元
帅》等一批优秀革命历史题材剧也受到关注。
过去几年大热的古装题材、网络文学改编题材
等，今年则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秦帝国之
崛起》等参评。

按白玉兰奖评审规则，报名参评仅是第一
步，下阶段将进入初评投票，至上海电视节开幕
前正式公布电视剧单元入围名单及各奖项候选
名单等，再由业内知名人士组成的白玉兰奖评
委会于电视节期间进行终评，最终揭晓结果。

第23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12日至16日
举行，过去两届白玉兰奖评选中，《北平无战事》
《芈月传》《琅琊榜》等电视剧曾成为大赢家。

《速度与激情8》今天强势上映

《速度与激情8》简介

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第8部，由美国环球影业公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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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与激情 8》
中的范·迪塞尔（左）
和查理兹·塞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