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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3日讯 （记者卫
小林）最新电影还音技术——临境音
（DTS）近日登陆海口。记者今天从海
口中影国际影城获悉，该影城海口上
邦店经过技术改造升级，已经建设成
为海南全省第一家全临境音（DTS）全
激光放映影城。

据介绍，海口中影国际影城上邦
店除对1号厅已经进行过杜比全景声
改造外，5月20日，又完成了其余5个
影厅的炫酷换装——将原来的环绕声
全部升级为临境音（DTS）沉浸音效还
音设备，以便今后能放映拥有临境音

（DTS）还音影片。此次改造，正好碰
上5月26日上映的《加勒比海盗5》，
该片就有此制式的还音。

记者了解到，临境音（DTS）由于
增加了更多扬声器，因此它的震撼音、
方向感比原来的环绕立体声系统更强
大，能让影迷欣赏到接近生活真实的
电影音响效果。

据悉，海口中影国际影城上邦店
是海南票房龙头，观众人次一直稳居
冠军高位。此次引进最新电影还音技
术后也不加价，且将于26日零点场推
出每张票25元的优惠价。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郭
萃）记者今天从海南海天一视文化传
媒公司获悉，海南版“速度与激情”本
土网络大电影《鬼面车神》，5月21日
开始在爱奇艺独家上线播出。作为一
部有着海南特色的电影，该片旨在给
观众留下深刻的“海南印象”。

据介绍，该片定位为赛车、动作、
爱情类网络大电影，影片主要以海南
文化为背景，通过激烈赛车比拼，来
讲述几个热血青年对赛车的痴迷与
追求，在热爱赛车的背后体现兄弟情
义。片中既有分道扬镳、设计陷害、
重伤昏迷等桥段，也充满着正能量。

层层递进的剧情，真实生动地展现了
几个主演的特点。看似简单的一场
比赛角逐，却是关乎一个赛车俱乐部
生死存亡的一战，也是一场正义与邪
恶的对抗之战。该剧由多位高流量
网络红人李奔、方丈、上官带刀、池
程、李火火、冯欢、玉哥哥、陈洛伊、糖

三胖倾情出演。
提及拍摄该片的初衷，出品人兼

制片人韩伟祎告诉记者，海南不仅有
椰风海韵，同时还有热情讲义气好品
质的海南人。该片制作团队就是海南
本土人士，因此想通过这部电影，将海
南的风土人情展现给更多影迷，同时

也借此机会向国内外优秀电影制作企
业学习，提升本土电影人的制作水
平。该片拍摄时大多在海口取景，因
此观众在沉浸于跌宕起伏、惊险刺激
的故事情节的同时，还可以看到骑楼
老街、海甸岛、假日海滩等地标性建
筑，欣赏到海口美丽的自然风光。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卫
小林）明星李晨也当电影导演了。记
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由李晨执导
的第一部电影——现代空战题材电
影《空天猎》日前宣布定档，将于今年
9月30日在海南与全国各院线同步
上映，目标直指国庆档。

据介绍，在娱乐圈演而优则导的
例子并不鲜见，比如赵薇、苏有朋、陈
思成等，李晨也是这样从演戏到拍电
视综艺，再发展到当电影导演的。李
晨执导首部电影，女主演当然只能是
范冰冰。此外，该片主演还有李晨自

己和王千源、李佳航、李晨浩、郭洺
宇、叶浏等，吴秀波特别出演，王学圻
友情助阵，明星阵容堪称豪华。

记者了解到，电影《空天猎》以
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为理念，讲述一
群空军精英为维护国家利益、捍卫
地区和平，紧急出境联合进行反恐
救援作战的故事。在片中，驱离外
机、空降作战、突防突击、夜间空战
等都有涉猎，歼11B、歼10B、运20、
空警 500 等先进装备也大规模登
场，将为广大军事迷和战争题材影
迷献上一场空战大戏。

本土电影《鬼面车神》在爱奇艺上线 海南70后诗群研讨会
在澄迈举行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尤梦瑜）5月21
日、22日，由省作协和《诗刊》杂志社联合主办的
海南70后诗群研讨会在澄迈举行，这是我省首次
举办针对70后诗群的研讨会，也是省作协为迎接
201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所开展的系
列文学活动之一。

研讨会邀请了臧棣、霍俊明、谢建平、王士强
等国内多位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以及来自省内
的林琳、李音、吴开贤、李宁、洪光越、郑纪鹏、陈有
膑、杨若虹8位诗人及评论员，以“结对子”形式，
对王凡、艾子、江非、李孟伦、邹旭、张伟栋、符力、
蒋浩8位我省70后诗人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讨。

研讨会嘉宾针对本土诗人的创作，从语言、结
构、思想等多方面进行了剖析，阐明了特点与亮
点，指出了不足与可提升空间，并给予了具体指
导。大家认为，海南70后诗群群体庞大，创作水
平较高，部分诗作者在国内诗坛已有一定影响，他
们的存在与热情，为海南诗坛带来了广阔前景。

据新华社法国戛纳5月22日电
（记者张曼 姜楠）中国电影基金会副
理事长阎晓明22日对新华社记者
说，中国馆已成为戛纳电影节国际村
的中国联络站，发挥了中国电影国际
交流的窗口作用。

戛纳电影节国际村设立于2000
年，在这里每个国家只能由一个具有
官方背景或行业影响力的电影机构
或公司代表设立国家馆。中国馆由
中国电影基金会下属的吴天明青年
电影专项基金作为代表，于2016年
正式进驻。

18日至26日，中国馆组织“中国
面对面”系列活动，包括主题论坛、座

谈会和推介活动等。此外，在吴天明
青年电影专项基金“青年电影人才计
划”框架下，今年有6位优秀青年制片
人的电影项目被选中前来参加戛纳电
影节制片人工作坊的学习交流活动。

阎晓明告诉记者，今年中国馆面
积比去年增大一倍，前来咨询的各国
业内人士明显增加，“他们期待了解
如何进入中国市场或者进入中国电
影节”，中国馆已成为中国联络站。
他说，中国的电影市场和资金吸引了
众多国际影人，尤其近年来中国对艺
术电影扶持力度逐渐加大，擅长艺术
电影的欧洲影人渴望了解中国观众
口味，期待将他们的艺术影片与中国

观众的观影习惯相结合，纷纷咨询如
何与中国对接资源深度合作。中国
馆策划了多场制片公司负责人见面
会，向有意寻求合作的国际影人介绍
中国的电影市场环境。

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总监
吴妍妍告诉记者，去年入选制片人工
作坊的5个电影项目通过交流与推
介活动，均建立了国际合作关系，部
分项目已进入实质性阶段，譬如《暴
雪将至》已经拍摄完成。

此次入选的电影项目《好友》的
制片人龙淼渊告诉记者，该片期待寻
找欧洲的后期制作及发行合作方，参
与戛纳电影节可帮助建立广泛联系。

最新电影还音技术登陆海口李晨导演新片《空天猎》定档

中国馆成为中国电影国际交流的窗口

李晨导演的《空天猎》海报

《暴雪将至》制片人肖乾操与导演董越（右）受邀参加戛纳推介

第28届戏剧梅花奖揭晓
据新华社电（记者陈寂）22日晚，第28届中

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奖名单揭晓，汪育殊、张建峰、
张琳等15名戏剧演员荣获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
最高奖项——梅花奖，涵盖剧种包括京剧、越剧、
昆剧、粤剧、闽剧、扬剧、秦腔、河北梆子等。

闭幕式上，第22届曹禺剧本奖获奖名单同时
揭晓并颁奖。戏曲类的秦腔《狗儿爷涅槃》、高甲
戏《大稻埕》和黄梅戏《大清贤相》，歌剧类的《星
海》，话剧类的《小平小道》获奖。

本届梅花奖是全国文艺评奖改革后第一次评
选，梅花奖名额由原来的30名压缩到15名，竞争
格外激烈。

陕西推出文化惠民卡

一卡在手可看戏千台
据新华社西安5月23日电（记者高音子 杨

一苗）拥有一张文化惠民卡，就可以选择观看陕西
省全年的千余台演出。第一批陕西文化惠民卡共
3万张，23日开始在西安市红专南路等社区发放。

据介绍，每张文化惠民卡政府补贴400元，市
民只需自费100元，便可凭此卡享受折扣价票价，
选择欣赏陕西省全年千余台精彩演出。演出剧
目既包括陕西省艺术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
大型重点艺术活动，也包括纳入惠民补助政策的
本地剧团的优秀剧目及国内外其他精品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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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3天6场角逐，2017海南海
口友谊桥“发钢网杯”国际男篮挑战赛
昨晚在海口体育馆落幕。最终，俄罗
斯海燕队夺冠，美国瑞琪队、西班牙明
星队、中国浙江稠州队分获第2名至
第4名。

在最后一轮比赛中，俄罗斯海燕
队74：67胜浙江稠州队，俄罗斯海燕
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夺冠。美国瑞琪

队以81：80险胜西班牙明星队，值得
一提的是美国瑞琪20号帕茨表现突
出，为球队贡献了25分。美国瑞琪队
两胜一负屈居亚军，西班牙明星队一
胜2负名列第3名，中国浙江稠州队3
战皆负垫底。

本次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4支
球队共进行6场比赛，最后按各队胜
负场次、得分多少来排列名次。

海南省篮球运动协会与美国瑞琪

篮球俱乐部、西班牙职业篮球明星俱
乐部经友好协商、充分交流，就共同在
海南成立中国国际篮球学院及NBA
训练营项目达成一致，签订了《合作意
向书》。

省篮球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比赛旨在培育体育品牌、打造城市
名片。去年首届赛事的举办赢得了海
南球迷的关注，今后省篮协每年夏冬
两季定期举办该赛事，并不断扩大赛

事规模，增加参赛队伍。
浙江稠州职业篮球俱乐部队队员

平均年龄不到23岁，吴前、张大宇、张
永鹏、夏钰博、赖俊豪等队员逐渐挑起
大梁。

海燕篮球俱乐部是俄罗斯的一家
职业篮球俱乐部，目前正在参加俄罗
斯篮球超级联赛冠军杯。该俱乐部在
2014-2016年全俄男子职业篮球超
级联赛中2次获得第6名，一次获得

第5名。
美国瑞琪篮球俱乐部属于美国

肯塔基州小职业篮球联盟，并且在
该联盟名列前茅。西班牙职业篮球
俱乐部明星队由在西班牙篮球联盟
组织（LEB ORG）效力的明星球员
组成。

本届赛事由海南省篮球运动协会
和南海网共同主办，海南世锦文化体
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7中国陵水首届全国顶级职
业篮球联盟对抗赛（CBA-NBL）”将
于5月28日和29日端午小长假期间
在陵水体育馆上演。这是陵水第二
次举办全国高水平的篮球赛。缘何
陵水能连续两年举办国内高水平篮
球赛？

陵水黎族自治县副县长陈春梅
表示，去年4月，2016中国·陵水首届
NBL四强争霸赛落户陵水，CCTV5、
乐视体育全程直播，省内外媒体跟踪
报道，比赛获得一致好评。今年，我
们继续与海南盛力体育合作举办升
级版的高水平篮球赛事。陵水首届
全国顶级职业篮球联盟对抗赛的举
办，能更好地展示“珍珠海岸，美丽
陵水”的城市形象，让省内篮球迷一
饱眼福的同时，还能促进陵水篮球
运动的发展。同时，本次大赛还推
进体育公益事业的开展，不仅在赛
事期间邀请前来参赛的篮球名人参
与到当地偏远地区的扶贫工作，还
将邀请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开展篮
球公开课、基层教练培训和爱心捐
赠等公益活动。

省文体厅竞体处处长刘平久表
示，自2009年陵水文化体育广场等
一批体育场馆建成以来，陵水承办了
中国国际羽毛球挑战赛、中华龙舟大
赛总决赛、全国广场舞大赛总决赛、
全国男女子自由式摔跤冠军赛等多
项国际级、国家级和省级赛事，积累
了丰富的办赛经验，培养了一支具有
较强组织能力、办赛能力的队伍。

国内高水平的篮球赛两次在陵
水举办，跟海口市篮球协会执行秘书
长李波的积极联系有较大关系。

李波是一名狂热的篮球爱好者，
中学时代是校队球员，也曾是所在中
学为数不多的学生篮球裁判员。后
来，他就读海南大学三亚学院。2011
年，通过解说人选拔大赛，李波脱颖
而出和央视著名的篮球解说苏群一
起，在海南电视媒体上共同解说了多
场NBA季后赛和总决赛。2014年，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46号
文件，李波受到鼓舞，成立了海南盛
力时代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李波认为，尽管海南没有职业篮
球队，但海南的篮球氛围很好，每年
海口市篮球联赛吸引众多球迷观

战。他一直想引进职业篮球队来海
南比赛，让海南球迷欣赏更高水平
的篮球赛，同时也能开发海南的篮
球产业。公司成立后的两年里，他
先后策划和协办了陵水NBL四强争
霸赛、中美篮球三亚对抗赛和陵水
首届全国顶级职业篮球联盟对抗赛
3项大赛。

今年，能邀请到CBA和NBL4支
球队来陵水参赛，既没有中间人的介
绍，也没有经纪人的穿针引线，靠的
是主办方“硬着头皮上”的劲头。

李波透露，他登录中国篮球协会
的官方网站，打开NBL球队的介绍，
按网页上的电话号码逐一打电话联
系。他说：“凡是有电话的球队我都
打了，联系了有十几支球队。”凭借着
真诚态度和较为完善的比赛策划方
案，陕西队、安徽队、河南队和贵州队
等4支球队答应来陵水参赛。李波
说，其实，通过多次电话沟通，他能听
得出来，这4支球队此前从未来过海
南，非常向往陵水美丽的风光和自然
环境，这才是吸引他们参赛的主要原
因。巧合的是，答应参赛的4支球队
恰好是上赛季NBL的前4名。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

关注海南篮球赛事

海口囯际男篮挑战赛落幕

俄罗斯海燕队3战全胜夺冠

陵水缘何能连续两年举办高水平篮球赛？ 5月23日，在广州举行的2017年亚冠联赛
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比赛中，广州恒大队主场1：
0胜鹿岛鹿角队。

图为广州恒大队进球功臣保利尼奥在比赛中
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亚冠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

恒大1：0鹿岛鹿角

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
5年后重回中国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记者徐征）时隔
五年之后，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再次回到中
国。记者在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月2日
至6日，2017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将在南京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冠军奖金为60万美元。

作为国际排联年度重要的排球赛事之一，这
是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第一次落户南京。届
时，除了东道主中国队外，还将会有五支分站赛积
分最高的队伍参加此次赛事。比赛分为小组赛、
半决赛和决赛。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全强
表示，2017年是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关键一年，希望
中国女排能够在女排大奖赛上有上乘的表现，能够
培养和发现更多更好的人才，为东京奥运会打好基
础。他说：“作为备战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年，目前中
国女排的球员还没有主力和替补的区别，希望她们
能够在大奖赛分站赛以及总决赛上有好的发挥，把
最好的一面展现给球迷和观众们。”

选手在去年陵水NBL四强赛比赛中。 小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