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卫小
林）暑期档大幕拉开后，电影票房竞争
渐趋激烈，有的片方干脆将传统的周
五上映新片提档到周四，比如今天上
映的惊悚片《京城81号2》，但多数新
片还是坚持周五开画，因此7月7日
这个周五就有《神偷奶爸3》《绝世高
手》《秘果》《青春逗》4部中外新片在
我省影院同步上映，摆出打擂台格局，
这是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神偷奶爸3》是一部好
莱坞动画大片，也是今年暑期档里将
很少出现的引进大片之一，该片的上
映，将满足刚刚进入暑期模式的中小
学生影迷的观影需求。这部动画片由
环球影业及照明娱乐联合制作，而且
是一部3D动画电影。作为一部续集
片，它将延续前两部的温馨、搞笑风

格，聚焦格鲁和露西的婚后生活，继续
讲述格鲁和三个女儿之间的爆笑故
事。奶爸格鲁将如何对付大反派巴萨
扎·布莱德，调皮可爱的小黄人们又如
何耍贱卖萌，无疑将让看过前两部的
影迷继续期待。

《绝世高手》是一部国产喜剧片，
该片最大卖点在于导演卢正雨。可能
不少影迷已知道，作为周星驰的超级
粉丝，卢正雨竟然得到了周星驰的赏
识，和星爷联合编剧了《西游·降魔
篇》，并在《美人鱼》中担任联合编剧和
执行导演，因此业内人士把他看成“周
星驰接班人”。首次单独执导新片《绝
世高手》，讲的是一个冒充绝世高手的
小混混，引来一个暴力少女、一个过气
大师、一个日本武士的连环追打，目的
是争夺一本失传秘笈。但大家并不知

道，原来他先天患有挨打不知疼的病，
最终戳穿了其“绝世高手”身份。

《秘果》和《青春逗》都是青春题
材影片，前者描写中学生生活，后者
讲述大学生生活及创业风波。《秘果》
根据著名作家饶雪漫原著改编，而且
是饶雪漫自己编剧，成了饶雪漫继
《左耳》成功改编为同名青春电影后，
再次编剧电影。而《秘果》作为《左
耳》的番外篇，也将对书迷和影迷继
续产生吸引力。

《青春逗》由2010年“快乐男声”
全国13强歌手之一姜潮主演，另有曾
出演《又见一帘幽梦》的女星张嘉倪，
内地偶像音乐组合至上励合成员之一
金圣恩等新秀联合主演，对大学生及
毕业后的生活、情感有细腻描写，尤其
对创业大学生有启迪。

《神偷奶爸3》《绝世高手》《秘果》《青春逗》

4部中外新片海南影院打擂台

《绣春刀2修罗战场》提档
从8月11日提到7月19日开画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卫小林）三年前
上映的古装武侠片《绣春刀》给影迷留下难忘印
象，续集片《绣春刀2修罗战场》虽已定下8月11
日为纪念前作开画三周年上映，但该片宣发方影
联传媒海南站负责人今天告诉记者，《绣春刀2修
罗战场》提档了，将从8月11日提前到7月19日
在海南各大院线开画。

据介绍，《绣春刀》2014年8月7日上映，在武侠
片并不景气的背景下，当年竟收获了9300多万元
票房，令业内和片方都倍感惊喜，立即决定投拍续集
片《绣春刀2修罗战场》。现在续集拍完并已定档，
但鉴于眼下院线大片不多，《变形金刚5》已上映两
周，《神偷奶爸3》7月7日上映，以后基本无进口片，
因此到7月中旬时，全国院线都无较强新片，直到7
月28日才有《建军大业》《战狼2》等几部国产强片上
映。在这种背景下，《绣春刀2修罗战场》片方果
断决定提档到7月19日上映。尽管当天是周三，
但片方认为，这样更有利于本片参与票房竞争。

记者了解到，《绣春刀2修罗战场》同样由第
一部的导演路阳执导，男主演继续选择张震，女主
角换成了杨幂，另外还邀请了张译、雷佳音、辛芷
蕾、金士杰、李媛、刘端端等明星出演，并且实现了
服装、道具、角色、剧情的全面升级，其票房表现将
不会令人失望。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王玉
洁）7月11日至15日，第二届中国民
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将在省歌舞
剧院举行，届时将有来自全国的45支
组合来琼参演，海口展演后还将赴三
亚、琼海、澄迈等地巡演，这是记者今
天从本届展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介绍，本届展演将推出6台节

目（3 台传统曲目、3 台创作或创新曲
目）和1台汇报音乐会共7场演出，既
有晋北鼓吹、内蒙古二人台、河南唢
呐，也有福建泉州笼吹以及江南丝竹
等乐种，展演讲究突出地方乐种组合
的艺术风格、特点及中国民族器乐的
演奏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来自海南的

五指山之声黎族竹木器乐乐团，将展
示筒勺、灼吧、鼻箫、口弓、拜、哩咧、叮
咚和独木鼓等黎族传统竹木乐器。而
泉州笼吹则是汉族民间音乐现存唯一
带乐器箱笼及乐器架随队演奏的乐
种。此外，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江南丝
竹音乐社、西安音乐学院青年鼓乐团
的入选，表明民间乐种的传承发展也

受到音乐院校的重视。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

是继山东之后第二个承办该全国性乐
种展演的省份，对海南而言，这是一次
难得的学习机会，不仅有助于传承弘
扬优秀民族音乐文化，推出优秀作品
和人才，也对促进海南文艺大发展大
繁荣和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良好形象

有积极作用。
据悉，展演还将围绕中国民间乐

种的传统特色和文化价值、中国民间
乐种的时代功能和创新发展举办研讨
会。本届展演由文化部、海南省人民
政府主办，文化部艺术司、海南省文体
厅、中央民族乐团承办，海口市、三亚
市、琼海市、澄迈县人民政府协办。

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11日起在琼展演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吴可丽）记者从今天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大型原创民族歌
剧《红色娘子军》继在国家大剧院成功
演出后，将于7月18日至20日晚在省
歌舞剧院连演三场。

据悉，三场演出中，19日的演出

为中央歌剧院、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为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献
上的慰问专场演出。观众即日起可在
省歌舞剧院售票处购买18日及20日
两场演出的门票，票价分80元、120
元、180元及280元四档。

据介绍，从7月15日开始，剧组

200余人将陆续抵琼，全力准备在海南
的演出。7月16日、17日，剧组小分队
将赴娘子军故乡琼海进行慰问演出。

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中央歌剧院与海南进行央地合作，
使得歌剧版《红色娘子军》表现形式新
颖，受到众多人关注，希望通过进一步

打磨，让歌剧版《红色娘子军》得到更
广泛传播。

大型原创民族歌剧《红色娘子军》
由中央歌剧院、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
联合出品，剧本根据同名电影改编，又
在原剧情基础上作了较大突破。该剧
于2011年完成剧本初步改编及部分

场次音乐创作，并以音乐会形式先后
在海南大学、海口市人大会堂演出。
2016年1月，全剧在省歌舞剧院进行
试验性演出。此后，主创人员又从剧
本、音乐等方面进行精细打磨，今年6
月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两场，受到首都
观众及文艺界人士好评。

歌剧《红色娘子军》本月海南上演
第四届世界舞台美术展台北颁奖

大陆设计师揽获2金2银
据新华社电（记者齐湘辉 何自力）第四届世

界舞台美术展颁奖典礼5日晚在台北举行，大陆
设计师在不同项目获得2个金奖和2个银奖。

由国际舞美组织主办的世界舞台美术展是该
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竞赛性展事。来自全球39个
国家和地区的180件作品入围展览，包括大陆的
12位专业设计师和3位新兴艺术家的18件作品。

当晚选出了舞台设计、演出设计、灯光设计、
服装设计、投影与多媒体设计等项金、银、铜奖。
秦文宝的越剧《绣球记》获服装设计项目金奖，王
之纲的多媒体作品获投影与多媒体设计金奖，周
正平的昆剧《牡丹亭》获灯光设计银奖，谭泽恩的
实验戏剧《美好的一天》获表演设计银奖。

“这是大陆设计师参加世界舞台美术展成绩
最好的一次。”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曹林对记者
说，“之前，大陆只有设计师刘杏林获得过2009年
的世界舞台美术展舞台设计金奖，这次一举夺得
4个奖项，代表大陆舞台美术水平大大提升。这
得益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也与大陆不断开放
的文化氛围、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格局分不开。”

卢正雨（右）孔连顺
在《绝世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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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王黎
刚）海南近期将先后举办3项国内外
大型比赛，最先开始的是明天举行的
2017费度亚洲杯·中国锦标赛。随
后，儋州第八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
霸战和2017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海
口站比赛接连上演。

2017费度亚洲杯·中国锦标赛将
于7月7日至9日在海口观澜湖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120多名青年高尔夫
球手将在观澜湖黑石球场展开激烈角

逐。其中包括2016年系列赛女子组
冠军罗心瑜、2016年系列赛男组冠军
和中高协积分排名第8的球手熊天
翼、2015年费度亚洲杯·中国锦标赛
总冠军刘子威等球手。

本项赛事竞争激烈、参赛阵容强
大。参赛球手的差点在18以下、年龄
在11岁至21岁之间，除了有青少年
球手外，还有部分21岁以下成年球手
参赛。本次比赛由海南省高尔夫球协
会、费度组委会主办，观澜湖高尔夫球

会承办。
中国海南儋州第八届国际象棋特

级大师超霸战7月9日在儋州举行。
赛事总奖金由去年的40万元增加至
42万元，第一名奖金从去年的12万
元增加到14万元。

共有10名国内外棋手参赛，包括
5名中国棋手丁立人、余泱漪、王皓、
韦奕、卢尚磊及5名外国棋手黎光廉、
马拉霍夫、奈迪茨、波诺马廖列夫、伊
万丘克，这10名棋手的平均等级分高

达2720分。
本届超霸战除了特级大师的精彩

对弈外，还设置了超霸战系列活动。
此外，国家队总教练、国际特级大师叶
江川将与20位海南籍中国象棋和国
际象棋高手进行双棋车轮战。

7月 14日至 16日，由中国击剑
协会主办的 2017 中国击剑俱乐部
联赛第3站比赛将在海口观澜湖华
谊冯小刚电影公社举行。本次比赛
是海南首次举办的大型专业击剑

赛，国内3000多名剑客将齐聚海口
观澜湖论剑。

本站比赛分花剑、佩剑、重剑，设
U10、U12、U14、U16、U19、17+、40+
以及公开组等8个年龄组的男女个人
赛（A、B组）和U10、U12、U14、U16、
17+公开组等6个年龄组男女团体的
比赛。2017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共
设6场分站赛和1场总决赛，6站比赛
分别在昆山、唐山、南昌、海口、长春、
横店举行。

海南近期将举办3项国内外大赛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王黎
刚）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项目国际
象棋比赛今天战罢6轮，海南队的陈
瑜亮暂列男子业余快棋第4名。8
日，最引人关注的笼式足球比赛开
踢，海南男女笼式足球队将向奖牌
发起冲击。

增设群众项目比赛是本届全运
会改革创新的重大举措，其宗旨是让
全运会回归大众，回归体育本质，让
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最高水平的竞

赛中来，感受运动的快乐，共享体育
发展成果。本届全运会共设置群众
比赛项目19大项126小项，包括马
拉松、轮滑、龙舟、太极拳、攀岩等涵
盖各个年龄层、各行各业人群兴趣点
的体育竞技项目。各地通过海选、预
赛等环节，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到全
运会的比赛中来，8000余名群众选
手登上最后决赛阶段的比赛。

海南自4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我要上全运”海南代表队参加第

13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系列选拔
赛。海南代表队共获得了国际象棋、
围棋、跳棋、中国象棋、航模、太极拳、
马拉松和笼式足球等8个项目的决
赛资格。

全运会群众项目围棋业余男女
个人赛已经结束，海南队的付利和耿
玉婷首轮被淘汰。在团体赛中，由他
俩组成的海南队3轮战罢积两分，排
名中游。共有31支代表队参加围棋
团体赛，围棋团体赛共赛9轮。

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项目国际象棋比赛开赛

海南陈瑜亮暂列男子快棋第4名

新华社澳大利亚黄金海岸7月6日
电（记者张小军 朱宏业）中国女乒6
日在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澳大利亚公
开赛女单比赛中高奏凯歌，王曼昱与
陈梦最终会师7日的决赛。

当天率先进行的女单八强战
中，中国队的朱雨玲和顾玉婷均
以4∶0的比分，分别战胜日本队

的盐见真希、芝田沙季。
“对手给我们制造了一点麻烦。在

有压力的情况下，中国队员打得有些

紧，但队员们依靠意志、临场应变、经验
和技战术组合能力战胜了对手，两场4：
0的比分正常。”中国女乒教练陈彬说。

在本次公开赛中，中国女乒“95
后”的年轻队员共10次与日本女乒对
阵。中国女乒表现优异，淘汰了包括
石川佳纯、平野美宇等在内的日本选
手，取得10∶0完胜，赢得了中日女乒
之间的青春对决。

女乒半决赛成为中国队之间的内
战，结果状态更为出色的王曼昱和陈

梦分别战胜队友，会师决赛。
在男子单打比赛

中，日本名将水谷隼以
3∶4 不敌韩国的赵成
敏，止步八强。派出庞
大阵容的日本队在本次公
开赛上最终没有奖牌入帐。

在6日晚举行的男单半决
赛中，法国的西蒙·戈奇和白俄
罗斯的乒坛“常青树”萨姆索诺
夫分别战胜对手，挺进决赛。

澳大利亚乒乓球公开赛上中国女乒“95后”10次完胜日本选手

陈梦和王曼昱会师决赛

国际足联最新排名：

德国居首 国足第77位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国际足联6日公布

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刚刚在联合会杯赛中夺
冠的德国队重新回到榜首位置，而中国男足名列
第77位。

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数据，德国队以1609分
排名榜首，巴西队、阿根廷队和欧锦赛冠军葡萄牙
队分列第二至四位。

在亚洲的球队中，排名最高的是已经提前锁
定2018年世界杯决赛圈参赛资格的伊朗队，他们
目前排在第23位，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和韩国队
分列第45位、第46位和第51位。

中国队以441分位列第77位，在亚洲球队中
排名第八。

澳大利亚队主帅为
中国男篮“蓝队”点赞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澳大利亚队主教
练罗布·贝福里格在看了中国男篮“蓝队”的比赛
后表示相信，以“蓝队”的实力，如果参加澳大利亚
联赛也一定能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男篮“蓝队”5日在京进行的中澳国际男
篮对抗赛首场比赛中以68∶66险胜对手。贝福里
格赛后接受采访时作了上述表示。他称赞了中国
男篮“蓝队”的表现，说：“这场激烈的较量让我们
对彼此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蓝队的表现很棒。
我相信以他们的实力，如果参加澳大利亚联赛，他
们也一定能占据一席之地。”

本场比赛中，中国队新人吴前技惊四座命中7
记三分球，轰下全场最高25分。贝福里格评价说：

“中国队33号选手（吴前）是一位出色的神投手，我
们需要努力加强对其的防守。”

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项目比赛国际象棋决赛在天津开赛。 新华社发

彭帅晋级温网第三轮
王蔷遭大威逆转

据新华社伦敦7月5日电（记者王子江）中
国选手彭帅5日在温布尔登公开赛女单第二轮的
比赛中，直落两盘击败西班牙选手纳瓦罗，时隔三
年后再次闯入温网第三轮。王蔷与五届温网女单
冠军大威廉姆斯苦战三盘，在拿下首盘的情况下，
被对手以2∶1逆转。

前三天比赛过后，参加今年女单比赛的中国
队6名选手中，只有彭帅一人晋级第三轮。

彭帅下一轮的对手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三号种
子哈勒普，后者当天以7∶5、6∶3淘汰了巴西19岁
的哈达德。

王
曼
昱陈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