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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鱼”为啥难翻身？
■ 冯巍

国产新片《咸鱼传奇》上映4天了，但4天票
房还不到12万元，就算受到进口大片《银河护卫
队2》“排挤”，票房如此之低，恐怕也说不过去
吧？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还是影片品质出了问题。

笔者看到片子一半，还没搞清剧情究竟想
说什么，只有空洞的所谓梦想，让人不但笑不起
来，还有欲哭无泪之感，这样的“喜剧”，真让人

“哭笑不得”，这是它让人失望的主要原因。
其次，该片多次调整档期，先从去年12月

16 日推迟到今年2月24 日，还是撞上《生化危
机6》，又推迟到4月21日，谁知又撞档《速度与
激情8》，再改到5月5日，还是碰上《银河护卫
队2》，躲来躲去，并未躲过票房惨败的结局。

虽然该片有开心麻花演员王宁和刘翔前妻
葛天主演，但观众还是不太关注，并因评分人数
少，在豆瓣网上竟然没有评分。细查导演过去
几部影片，评分是有的，不过全部低得可怜，《失
眠男女》2.9分，《恐怖游泳馆》2.7分，《恐怖电影
院》2.7分，《床下有人2》2.8分，一目了然，这条

“咸鱼”缘何难以翻身就不言自明了。
《咸鱼传奇》的票房表现说明两点，一是靠

调整档期来躲避好莱坞大片“碾压”根本行不
通，因为躲来躲去还是躲不过“丑媳妇总得见公
婆”的铁律。二是没有练好内功就匆忙上阵拍
片，最终既浪费资金又败坏名声，得不偿失。

灯笼椒

本报海口5月8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林敏）由海口广播电视台广
播剧创作组创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
《永远的更路簿》，于5月7日、8日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之声《文化时
空》栏目播出，全剧将于近日在省级和
各市县广播电台陆续播出。

三集广播连续剧《永远的更路
簿》以海南琼海潭门镇世代渔民“深
耕南海”为主线，以神秘神奇的航海

“更路簿”为切入点，以潭门渔民真实
的传奇故事为蓝本，讲述潭门渔民世
世代代与南海结下的不解之缘。全
剧通过苏珊、安德森两位虚构人物对

“更路簿”及海南渔民捕捞传统、工具
等近距离的观察和研究，带领听众抽
丝剥茧，以小见大地了解“更路簿”背
后所凝聚的传承价值与历史意义，传
播海南历史传统文化及浓郁的海洋
文化。

据悉，该剧于2015年6月正式立

项创作。创作过程中，主创人员按照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
品标准和要求，邀请了著名广播剧编
剧梁冰和著名广播剧导演王之兑任该
剧的编剧、导演。针对史实问题，创作
组多次采访我省“更路簿”研究学者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等专家学

者，并奔赴潭门实地调查、求证，经过
一年多的反复打磨以及后期的精良制
作，最终创作完成了这部集思想性、艺
术性、地域性于一体的广播剧。在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之声《文化时空》
栏目播出后，该剧受到了专家及听众
的好评。

广播剧《永远的更路簿》央广播出
近期将在省内广播电台开播

本报海口5月8日讯（记者卫小
林）“南海风——油画家眼中的海南之
美艺术邀请展”，于5月6日在江苏省
无锡市凤凰艺都美术馆开幕。由海
口、定安、陵水等地的20位海南油画
家创作的85件油画力作，向当地观众
展示了画家眼中的海南之美，这是记
者今天从海口市美协获悉的。

据介绍，此次赴内地举办20位
油画家大型联展之举，得到了海南

省文联、海口市委宣传部及我省油画
界的高度重视，经过审慎筹备，最终
集结了潘正沂、王锐、陈奕文、刘运
良、李生琦、易武、陈研、马杰、周铁
利、王雄、冯青、谭龙建、梁峰、林鸿
平、陈雄、徐麟、云泓崴、吴武军、吴楚
宴、韩有亮20位海南一线油画家组
成强大阵容出征。参加展出的这20
位油画艺术家，涵盖了海南油画界
老、中、青三代创作者，他们创作的

85件作品，全面展示了海南油画的
发展现状和代际传承，从他们在各
个时期创作的佳作中，亦能让人感
受到海南的历史变迁。

对于无锡凤凰艺都美术馆来说，
这也是该馆继成功举办湖南、福建、
四川等省油画家联展之后，再一次举
办省级油画联展。尤为难得的是，此
次展览为江南观众带去了来自我国
最南方的海南省的油画佳作，让当地

观众欣赏到了海南油画家笔下的海
南之美。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17
日。期间，来自海南的19名参展油画
家和2名评论家，还将在无锡进行为
期一周的油画写生及学术研讨活动，
感受江南人文之美。

展览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无锡凤
凰画材集团主办，凤凰艺都美术馆、海
口市美协承办。

《银河护卫队2》
北美票房榜夺冠
据新华社洛杉矶5月7日电（记

者高山）美国漫威影业和迪士尼公司
联合出品的新片《银河护卫队2》在北
美开画第一个周末吸金1.45亿美元，
一举登顶本周北美周末票房榜。

据票房统计机构康姆斯科分析公
司数据，提前一周在北美以外影市上
映的《银河护卫队2》，海外表现十分
强势，本周末取得超过1.23亿美元佳
绩。该片在北美以外国际市场上已共
计斩获超过2.82亿美元。

《银河护卫队2》是根据漫威漫画
改编的“银河护卫队”系列第二部影
片，讲述护卫队成员穿越宇宙，继续外
太空冒险之旅。该片在康姆斯科分析
公司观众调查中获得满分5分，其中
有19％的观众表示有意再看一遍，
23％的观众表示想购买该片光碟产
品。康姆斯科公司专家认为，该片的
上映标志着北美暑期电影季已开启。

环球影业出品的《速度与激情8》
本周滑落到北美周末票房榜第二位，
预计收获850万美元，该片在北美票
房总收入已超过2.07亿美元。

本报海口5月8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林敏）记者昨天从“舞剧《东
坡海南》全国巡演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由省歌舞团创作演出的原创民族
舞剧《东坡海南》，将于5月24日、25
日赴深圳参加第十三届中国（深圳）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艺术节展演。
为了做好参演工作，该舞剧将于5月
11日、12日两晚8时，在省歌舞剧院
举行惠民汇报演出。

据介绍，《东坡海南》自2015年底
完成初步创作后，至今已在北京、天
津、海口、儋州等多地演出。2016年7
月，该剧正式入选2016年国家艺术基
金，获得立项资助；今年3月，经国家

艺术基金中心巡查验收专家组考核与
批准，该剧在艺术水准、演出场次等多
方面顺利达标，正式结项。

据了解，5月11日、12日的海口
惠民汇报演出票价分70元、50元和
30元三档，观众可前往省歌舞剧院售
票处购票或关注“海南省歌舞团”官方
微信公众号在线订票。

参加文博会演出前，《东坡海南》
还将于5月20日走进苏东坡被贬琼
州前的一站——广东惠州进行演出；
今年，剧组将沿着苏东坡的生平足迹，
赴湖北、福建、四川等地巡演。

舞剧《东坡海南》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儋州市委和市政府出品。

20位海南油画家赴无锡办展
向江南观众展示画家眼中的海南之美

即将参加中国（深圳）文博会艺术节展演

舞剧《东坡海南》将在海口演两场

现代京剧《党的女儿》在京上演
5月8日，由北京京剧院京剧名家王蓉蓉

主演的大型现代京剧《党的女儿》在京上演。该
剧改编自同名歌剧，以红军长征为背景，讲述苏
区共产党员与敌人抗争到底的故事。图为王蓉
蓉（上）在剧中饰演的女共产党员田玉梅。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2016年11月9日晚，舞剧《东坡海南》在儋州东坡书院举行惠民演出时的剧照。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银河护卫队2》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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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8日讯（记者王黎
刚）“激扬青春·快乐健康”2017年海
南省青少年足球赛（简称省青足赛）青
年男子市县组预选赛暨“陵水杯”海南
省青年足球联赛，昨晚结束了首轮比
赛。几支省内传统强队纷纷战胜对
手，取得开门红。

在北区的比赛中，海口红色战车

队3∶0大胜海口琼山青年队，主场作
战的文昌队1∶2负于临高队，澄迈队
坐镇主场6∶3大胜定安队，屯昌队主
场0∶4负于洋浦队，琼海队5∶0大胜
琼中队。

在南区的比赛中，东道主陵水银风
科技队5∶0大胜东方百源高科队。三亚
华盛队与三亚海浪晨晖战成1∶1，白沙

队1∶3负于昌江队，万宁队4∶0大胜乐
东青年队，保亭队0∶1负于儋州队。

市县组预赛共21支球队参赛，比
赛场次110多场，时间跨度7个月。市
县组预赛分为南北两个半区，第一阶段
实行主客场制。南区参赛球队为三亚
（2支）、万宁、陵水、保亭、五指山、儋州、
乐东、东方、昌江、白沙。北区参赛球队

是海口（2支）、文昌、琼海、定安、琼中、
澄迈、临高、屯昌、省洋浦工委。两区前
4名共8支球队晋级第二阶段决赛，同
时8支球队晋级青年男子组总决赛。

本次比赛由共青团海南省委、省
教育厅、省青少年足球发展促进会、陵

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主
办，海南大脚丫体育赛事运营有限公
司运营。赛事得到了海南现代医疗集
团、海南椰树集团、中国联通海南分公
司、海南银凤科技、西盟足球俱乐部和
奥联体育等多家单位的支持。

省青足赛市县组预赛首轮战罢

在2017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
青年男子组预选赛上，东道主陵水队
可谓有备而战，该队在揭幕战中5球
大胜东方百源队。陵水队负责人林
芳草表示，陵水队的目标是闯入总决
赛，要和省内几支强队掰掰手腕。

成立4年的陵水队参加了3届省
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成绩一届比一届
好。特别是在上届比赛中，他们在小
组赛中分别战平了省内强队海口红
色战车队和海口飓风队，仅以净胜球
的劣势未能闯进前8名。林芳草说，
上届比赛陵水队因为实力原因，只能
踢防守反击。这届比赛陵水队引进
了一些有实力的球员，球队改踢全攻

全守战术了。
按照组委会的规定，每队可以引

进11名非本地户籍的球员。陵水队今
年一口气引进了11名球员，其中两名
来自广西。这两名广西外援实力较
强，参加了多届桂超联赛。桂超联赛
是国内水平较高、影响力较大的业余联
赛。陵水队内的本土核心球员是28号
谢南夏，今年29岁的他司职后腰和边
后卫，曾效力于红色战车队。谢南夏比
赛经验丰富，技术全面，曾代表海师大
队参加过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目前，
谢南夏在陵水体校任足球教练。

为了备战本次比赛，陵水队两个
月前成立，陵水银风科技公司为球队

提供了赞助。球队成立后每周进行
一次训练和比赛。经过多场比赛的
磨合，陵水队的技战术初步成型。林
芳草说，球队近两个月和省内球队踢
了多场教学赛，保持不败，这个战绩
提高了球队的信心和士气。

林芳草表示，陵水队的目标不仅
仅是获得总决赛的入场券，他们还要
力争战胜红色战车队、万宁队和三亚
队等省内几支强队。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5月8日讯）

引进广西外援 首战大胜对手

陵水队要和省内强队掰手腕

➡ 图为陵水队队员和东方队队员在省青足赛
比赛中拼抢。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
当选国际足联理事

⬅ 5月8日，亚足联第27届
代表大会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召
开。大会一致通过，中国足协常务
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剑（左）当选国
际足联亚洲区理事，任期为2017-
2019年。

同时当选国际足联亚洲区理事
的还有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菲律
宾足协主席马里亚诺和来自孟加拉
足协的女性理事玛哈芙兹。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公
兵）对于网传新闻“中国足协写报告确
认申办2034年世界杯”，中国足协新
闻办8日在其官方微博上辟谣称，“不
属实”。

中国足协新闻办在其官方微博上
回应称：“再一次被申办世界杯的新闻
刷屏了，有些媒体朋友有点心急啦，小
编也希望能够早日在家门口看上世界
杯，但出于严谨的工作要求，还是得向

大家澄清一下，目前还没有提出具体
哪一届世界杯的申办，网传新闻‘中国
足协写报告确认申办2034年世界杯’
不属实。”

对于世界杯申办事宜，《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两次提及，具体
内容为：在“远期目标”中提出“积极申
办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在“促进国际
赛事交流”中提出“研究并推动申办国
际足联男足世界杯相关工作”。

中国申办2034年世界杯？

足协辟谣：不属实

省U11组青少年
足球锦标赛开踢

本报海口5月8日讯（记者王黎刚）“硕克
杯”2017年海南省足球协会U11组青少年足球
锦标赛6日在海口世纪公园球场举行，在首场
比赛中，景山学校队4∶3力克白沙门小学队。

比赛均在周末16：00开始。首轮其他场次
结果为中海俱乐部2∶2力助俱乐部、韦海英俱
乐部1∶3长流、西秀镇联队、三亚2∶2海之星俱
乐部。第二轮比赛结果为省农垦三小1∶3白沙
门小学、西盟俱乐部1∶6长流、西秀镇联队、天
龙俱乐部2∶2力助俱乐部、虎跃俱乐部1∶2海
之星俱乐部。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主
办，海南省足球协会承办。

中国冰球国家队
集训名单公布
球员月薪最高税后4万元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林德韧）
中国冰球协会8日公布了“2017中国冰球选
拔营”首批集训运动员名单，其中女队员40名、
男队员24名。根据一同公布的薪资标准，最终
入选中国国家冰球队的运动员最高可以拿到税
后40000元人民币的月薪。

在公布的首批名单中，女子运动员人选并
没有太多争议，方新、孔明会、刘智新等名将悉
数入选。

在男队方面，尽管不乏夏田翔、黄千一等好
手，但名单中却缺少了英如镝、宋安东这样的明
星运动员。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相关人士给出了解释，表示由于英如镝本
身要参加大陆冰球联赛、而宋安东也有NCAA
的比赛任务，像他们这样参加国际高水平联赛
的运动员，将享受中国冰球协会特批的“集训豁
免权”待遇，将来可以直接入围大名单，有机会
为国出战世锦赛。不过，运动员参加的赛事是
否达到“免集训”标准，还需要中国冰球协会逐
一认定。

与这批名单同时公布的还有国家队运动员
的薪酬标准，这也是中国冰球首次对外披露相
关内容。

根据公告内容，最终入选国家队的运动员，
不分男女都将根据不同组别获得奖学金或工
资。其中给18岁以下运动员发放奖学金，标准
是每月税后人民币6000元至12000元。给成
年运动员发放工资，标准是每月税后人民币
10000元至4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