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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卫
小林）今天上午，由海南本土主创团队
拍摄的校园青春题材电影《许我们任
性的青春》在琼海时代宝真国际影城
举行首映礼，同时宣布该片今天登陆
爱奇艺独家播出。

据介绍，《许我们任性的青春》去
年7月6日在琼海嘉积中学海桂学校
开机，内景、外景戏主要在琼海和海口
两地拍摄。影片主创人员基本上都是
海南本土影视爱好者，该片由吴海隽
编剧，关智心、陈艾哲联合导演，男一
号和女一号均大胆启用海南本土影视
新人演员凯文、简心领衔主演，男女二
号演员邀请了北京影视新秀白晓朵和
上海知名综艺节目主持人穆俊其担
任，琼海嘉积中学海桂学校部分学生
担任片中群众演员。影片由海南风神
电影有限公司出品，海南三原色电影

有限公司、琼海嘉积中学海桂学校联
合出品，是一部以本土团队为主力打
造的本土题材电影。

记者了解到，该片主要表现即将
高中毕业的几名学生，在18岁的青春
时代懵懵懂懂的内心情感故事。片子
讲述了长相平凡、外表冷峻的校园摇
滚乐队主唱苏定晨性格淡定，不苟言
笑，其高中时期所谓“交往过”的女友，
全都借他名义去靠近他的帅哥好友乔
俊杰。某天下课后，他偶然搭救了一
位漂亮女生简心，可当简心找上门来
道谢时，苏定晨虽被简心的美貌与温
柔深深俘获，但因“前车之鉴”，他又一
次误以为简心也是想借他找机会靠近
乔俊杰，所以冷落了简心。其后，他还
试图说服乔俊杰放弃暗恋着的英语老
师去接受简心，没想到，高三毕业那天，
苏定晨却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本土主创团队拍出校园青春题材影片

电影《许我们任性的青春》琼海首映

据新华社电（冯源 唐弢）首届西
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日前在杭州落幕，
5部影片分获不同奖项，3部女性题材
影片获奖，其中反映二战日军强征慰
安妇罪行的《道歉》获年度作品奖。

这5部影片是从20部影片中脱
颖而出的，后者则是从国际提名人推
选的40部作品中，经大会学术委员会
和特邀法律顾问初审后产生的，它们
都是“D20提名”入围片。20部作品
导演分别来自中国、德国、法国、加拿
大、日本、立陶宛、印度等地，主题涵盖
历史文化、社会人文、自然环保、民俗
风情等，大会以“我纪录事实”为主题，
力图挖掘具有人文深度的纪录作品。

加拿大华人女导演熊邦玲拍摄的
纪录片《道歉》，通过对中国、韩国和菲
律宾3国3名前“慰安妇”的拍摄，揭

露了二战期间日军绑架奴役受害国女
性的历史。评委会在授予其“D20年
度作品奖”的评语中表示，作品提示了
战争与冲突对女性的毁灭性伤害，是
为正义的发声，受害者应该得到道
歉。导演表示，自己花了7年时间开
展调研，希望通过作品表现出这3位
老奶奶的意愿。

此外，日本导演大引勇人的《交
差》获“评委特别推荐奖”，印度导演阿
卡·拉古兰记述女子拳击的《穿长袍的
拳击手》获“D20年度作者奖”，中国导
演金行征记述全国道德模范罗长姐呵
护病儿的《罗长姐》获“D20年度新锐
奖”，中国导演杜海滨讲述“90后”的
《少年小赵》获得“IDF年度优秀纪录
片奖”。5个奖项的总奖金为100万
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晨曦）第二
十一届“全球华语榜中榜”颁奖典礼
近日在澳门金光综艺馆举行，李荣
浩、李克勤分获内地与港台地区最佳
男歌手，张靓颖、容祖儿则拿下内地
与港台地区最佳女歌手。

张信哲不仅依靠其专辑《歌时
代》获得Channel V传媒推荐专辑
（港台）称号，更获颁“华语音乐特别
贡献奖”。实力派歌手孙楠得到了

“亚洲影响力特别荣誉大奖”，成龙则
收获了“全球华语电影歌曲特别贡献
大奖”。

内地、港台最受欢迎男歌手分别
被大张伟和曹格夺得；谭维维和范玮
琪拿下了内地、港台最受欢迎女歌
手；曹格还获得了Channel V最受

欢迎唱作人奖项，谭维维也获得了
Channel V亚洲音乐风尚大奖。

“全球华语榜中榜”创立于1994
年，旨在推动中文原创，引领时代音
乐潮流。本届以“众乐新生，万象合
一”为主题，共颁出45个奖项。

首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闭幕
二战慰安妇题材纪录片获奖

“全球华语榜中榜”澳门揭晓
李荣浩、李克勤和张靓颖、容祖儿分获男女最佳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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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高龄蓝天野导新剧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白瀛）作

为北京人艺65周年院庆演出季献礼剧，蓝天
野、韩清联合执导的《大讼师》将于5月25日在
首都剧场首演。该剧取材于传统戏曲《四进
士》，通过“明朝状王”宋世杰仗义执言及4个同
科进士不同三观导致的不同命运拷问人性，传
递人间正义的永恒力量。

今年90高龄的蓝天野25日在京介绍，《大
讼师》由曾创作《李白》《天之骄子》《知己》等作
品的北京人艺编剧郭启宏执笔。去掉戏曲的程
式化改为话剧，使得剧中既有戏曲的传统韵律
又有话剧的时代感。

从《吴王金戈越王剑》到《贵妇还乡》，蓝天
野近几年一直活跃在话剧导演领域。他说，很
多同时代老友的故去让自己更感责任重大，“蜀
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就是那个廖化。”

喜剧无“囧”更加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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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巍

爱情喜剧片《傲娇与偏见》在好莱坞大片
《速度与激情8》挤压下，上映6天票房接近9000
万元，成绩可圈可点。不过笔者认为，该片更大
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编导终于摆脱了“囧”喜
剧电影的创作模式，走出了一条清新脱俗的新
路，片子更加耐看了。

其实，《傲娇与偏见》编导李海蜀、黄彦威组
合几年前就已推出过喜剧片《搞定岳父大人》，
从编剧手法到画面语言再到领衔主演徐峥的选
择，基本沿袭了徐峥树起来的“囧”系列喜剧片
模式，一出接一出的“窘态百出”，就把片子填满
了，说白了，其实是模仿人家的“囧”系列之作。
最终，这部片子票房不到2000万元，还不及徐
峥“囧”系列卖座单片的票房零头。

两人此次再度编导新片《傲娇与偏见》，或
许有了前车之鉴，他们基本上远离了“囧”系列
创作模式，气质上朝小清新的青春气息靠，剧作
手法上宁愿不靠“窘态百出”去牵强附会地凑剧
情，画面语言也远离了低俗的“囧”态，演员选择
方面不靠又“囧”又老的男人吸睛，这就从根基
上脱离了“囧”。而这一“脱”，还真“脱”出了

“高”票房，眼看票房就要突破亿元大关了。
《傲娇与偏见》的成功说明，不走别人走过

的路，把喜剧拍得格调高雅一些完全有可能，拍
得清新脱俗的喜剧更加耐看，这也许就是《傲娇
与偏见》给人们留下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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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战报
（第5轮）

江苏 1：2济州联

东方体育0：6恒大

NBA季后赛战报
勇士 128：103开拓者

（勇士总比分4：0横扫对手晋级）

猛龙 118：93雄鹿

（猛龙大比分3：2夺得赛点）

老鹰 111：101奇才

（双方总比分战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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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黎刚

近日，海南足坛赛事不断，职业
队征战中乙联赛，校园足球赛接近尾
声，U18刚参加完全运会预赛，2017
年海南省青年男子组预选赛下周陵
水开踢。曾经是足球落后地区的海
南开始发力。

职业足球队填补空白

海口博盈队本周末将赴客场挑战
南通支云队，这是中乙联赛第三轮的一
场比赛。在省文体厅、海口市政府的支持
下，2015年组队的海口博盈队实现了当
年成立，当年冲中乙成功的目标。该队的
成立也填补了海南没有职业队的空白。

新赛季，海口博盈队实力有所增
强。前国脚季铭义、前大连实德队主
力前锋邹捷相继加盟，前国脚麦超走
马上任执教。海口博盈队的成立扩大
了海南足球在国内的知名度，由于海
南建省后多年没有开展专业足球的训
练，海口博盈队中只有一名海南籍球
员。该队负责人表示，海口博盈队的
中期目标之一就是过几年能吸收海南
籍球员加盟，让更多高水平的海南籍
青少年球员踢职业足球。

校园足球初见成效

经过近6个月的角逐，2016-2107

海口市校园足球联赛接近尾声。本届
校园足球联赛共有来自50所中小学的
86支队伍、1613人参加，整个赛季将
进行641场比赛，参赛学校、球队、球
员及比赛场数相比上届再创新高。

经过8年的发展，海南校园足球
初具规模和实力。教育部日前正式公
布了2016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及试点县（区）名单，30所海南的中
小学校位列其中。海南校园足球发展
较好的灵山中学目前共有192名球员，
其中男队员150人，女球员42人。

这几年，海南中小学和大学生队
参加全国校园足球赛成绩不俗。在上
个月结束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东南区比赛中，海口灵山中学队获亚
军进总决赛。在今天结束的全国初中

组校园足球联赛南区比赛中，灵山中
学男队取得第7名。海南大学队在前
不久结束的全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
组南区比赛中，进入了前8名，赢得了
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搭建海南青训体系

在今年的全国男子U系列比赛
中，两次出现了海南队的身影。这也
是海南建省后第一次派队参加全国U
系列角逐。

2016年，在省文体厅和省足协的
组织下，我省成立了建省后的第一支
U12队和U17队，并分别为这两支球队
聘请了恒大足校教练、前国少队球员贾
飞和西班牙人安东尼执教。安东尼来自

领跑西班牙青训的毕尔巴鄂竞技队。省
足协聘请安东尼不但希望他调教U17
队，还让他为海南搭建先进的青训体
系，并为海南的青训教练传授技能。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省足协以海
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为依托，成立了
3岁-4岁、5岁-6岁、7岁-8岁、9岁-
10岁和11岁-12岁5个年龄段、100
多人的球队。此外，省足协还与海南
中学、琼海嘉积二中等足球运动开展
较好的学校，签订了合作协议，委托这
些学校培养13岁-14岁和15岁以上
年龄段的球队。

海南U12队组建不到半年便取得
了突破。2016年7月，该队获得了全国
青少年冠军杯亚军。去年10月，该队
在中国青少年国际足球赛中名列第4。

草根足球越踢越火

这几年海南“草根足球”发展迅猛，
高水平的业余比赛越办越多，踢球的发
烧友人数激增。

在海南有影响力、正规的十一人制
的比赛有3项，他们分别是由省足协主
办的海南省足球超级联赛、由海口市文
体局举办的海口市足球超级联赛和迎
春杯赛、由共青团海南省委主办的海南
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在国内的省级业余比赛中，率先
实行主客场制的是海南省超级联
赛。省内10个市县的球队参赛，主
客场制提升了球队的技战术水平，有
助于提高主队所在地的足球氛围。
海口市超级足球联赛一直受到省内
业余球队的热捧，这项比赛是海南

“赛龄”最老、参赛人数较多和水平较
高的比赛。

“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
赛总决赛两次在海口举办，“谁是球
王”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海选赛海
南站比赛连续举行了3年。海南草
根足球越踢越火，带动了草根足球
水平的提高。海口红色战车队力克
国内众多劲旅，夺得了 2016 年“我
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总决
赛5人制社会组冠军。这是海南建
省后夺得的第一项业余足球赛的冠
军。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海南足球四箭齐发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海
南省龙舟锦标赛暨第十三届全国运动
会海南选拔赛近日在万宁和乐龙舟小
镇结束。海南热带海洋龙舟队获得了
团体总分第一名，

本次比赛分为22人标准龙舟100
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和12人龙
舟100、200米、500米直道竞速，来自
万宁、陵水、三亚、澄迈等市县及学校

的代表队参赛。
获得团体总分第2名至第4名的

分别是海南和乐龙舟队、陵水龙舟队
和澄迈龙舟队。本次比赛后，我省将
选拔在此次比赛中表现突出的选手，
组成海南队参加全运会龙舟预赛。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万宁市人
民政府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万
宁市文体局承办。

海南省龙舟锦标赛收兵
本报三亚4月25日电（记者孙

婧）近日，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三亚
号”大使船员选拔正式启动。30名
入围者将通过体能、抗晕、团队协作
能力、英文水平等多方测试，最终选
出18名大使船员。CCTV“汉语桥”
主持人大牛也参与“三亚号”船员选
拔的角逐。

30 名入围者在三亚半山半岛

帆船港通过长跑、游泳等体能测
试，航海理论、海上航行抗晕测试，
团队协作能力测试，英文水平测试
等选拔，其中媒体船员候选者还将
接受中英文的面试和模拟媒体采
访等测试。

大使船员将领航“三亚号”出
征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在全球8个
赛段、向14个目的地城市航行。

本次选拔中，一张外国面孔格外
引人注目。这是央视CCTV“汉语
桥”的主持人大牛。身为英国人的大
牛，以一口流利的中文介绍起自己，
他对海南情有独钟，尤其喜欢三亚清
新的空气和如画的风景。大牛表示，
美国至英国的第8赛段，能发挥他的
优势。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向英国
人介绍三亚，将更具说服力。

克利伯帆船赛“三亚号”大使船员选拔启动

本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彭晓芳）2017
全国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近日在河北省辛集市
收拍，海南队派出了15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
最终获得了4金4银6铜。

其中，王宇、冯友鸿获得青年组TT9男子
双打金牌，王宇获得青年组TT9级男子单打金
牌。王英銮、虞海莲获得成年组TT8级女子团
体金牌，王英銮、虞海莲获得成年组TT8级女
子双打金牌。本届乒乓球锦标赛由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主办。

2017全国残疾人乒球赛落幕

海南队夺4金4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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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老鹰队霍华德（上）在比赛中扣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