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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裕民导演动画作品展
在海口举行
放映动画片《太阳神树》《秦俑》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9月9日，王裕民导演
动画作品展在海口万达影城日月广场店举行。

影展上放映了王裕民导演的原创动画作品
《太阳神树》《秦俑》《豹子头》《大秦五行少年传》等
片的剪辑片段，并全片放映了王裕民执导的原创
动画片《太阳神树》《秦俑》。其中，《太阳神树》曾
荣获2011年度德国汉堡国际动漫大赛中国国家
奖并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展映，《秦俑》曾于
2012年参加法国安纳西动画电影节展映并被授
予国际荣誉奖项。

展映结束后，王裕民讲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
他表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在创作中始终坚守
原创原则，同时不断探索创新的表现方法。影展
上放映的《太阳神树》就结合了中国古典神话和飞
天壁画等中国元素，将观众带进了神奇瑰丽的中
国文化氛围中。《秦俑》运用了秦始皇兵马俑的符
号和水墨画的表现手法，体现出了动画片中浓郁
的中国学派特色。

王裕民1980年生于陕西，现为海南省影视协
青年导演工作委员会导演之一，作品曾多次斩获
国内外奖项，近年执导的《大秦五行少年传》在央
视少儿频道播出，2015年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评为2014年优秀国产动画片。

本次影展活动由海南省影视协指导，海口市
文体局主办。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卫
小林）为了真实再现淞沪会战中600
壮士死守上海宝山城的英勇壮举，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战
争题材电影《捍卫者》日前定档，将于
9月22日在海南各大院线和全国各
地同步上映，这是记者今天从我省院
线业内获悉的。

据介绍，在最近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战争题材电影越来越受到广大观
众的喜爱，《血战钢锯岭》《比利·林恩
的中场战事》和正在热映的《敦刻尔
克》等战争片都引发影迷观影热潮，使

得战争片成了电影院里继动作片之后
第二大受欢迎的类型片。电影《捍卫
者》取材于淞沪会战中姚子青营600
壮士死守上海宝山城的真实历史事
件，首次在银幕上谱写了600壮士誓
死与日军奋战七天七夜，最后壮烈殉
国的悲壮颂歌。

记者了解到，《捍卫者》由青年导
演廖希、韩平联合执导，内地新生代影
视演员白恩、80后影坛硬汉男星赫子
铭、上海国际电影节首个“90后”最佳
女演员获奖者吕星辰以及“80后”影
坛明星王璐等联袂主演。剧组创作态

度十分严谨，先是通过一年多时间搜
集和整理素材，然后十八易其稿，精打
细磨电影剧本，后又耗时一年多进行
拍摄及后期制作，剧组力求以真实感
和纪实性的完美结合，来精彩再现
600壮士与日军鏖战七昼夜的惨烈战
况。为此，剧组生动还原了“击溃攻城
军”“大战狮子林”“巷战坦克”等多场
大型战斗场面，对我军参战的姚子青
营600壮士与日军斗智斗勇的战略战
术和中国军人对国家对家庭的家国情
怀进行了细致体现，不愧为一部严谨
而精彩的战争题材影片。

省旅游委主办海外华人宣传展演系列活动

《我来自海南》走进吉隆坡
本报讯（记者赵优）日前，由省旅游委主办的

海外华人宣传展演系列活动《我来自海南》走进马
来西亚吉隆坡，展演内容由海南黎族彩绘乐器演
奏和海南当代摄影展组成。

据了解，活动当天的黎族彩绘乐器演奏分3
场进行，摄影展将持续展出5天。活动现场，由海
南女子水晶乐团身穿印有“我来自海南”字样的服
饰，用绘有海南特色的黎族彩绘乐器，以快闪形式
演奏了《请到天涯海角来》《我只在乎你》等经典歌
曲，引发现场华人大合唱，掀起活动高潮。

作为海外华人宣传展演系列活动的一环，马
来西亚华侨题材纪录微电影《我来自海南》，也将
于近期在马来西亚媒体上线。该部微电影今年7
月开机，在海南、马来西亚两地取景拍摄，采访了
华侨50余人，真实反映了海外华人现状及其浓郁
的思乡之情。

战争片《捍卫者》9月22日上映
再现淞沪会战600壮士英勇壮举

《捍卫者》剧照

新华社洛杉矶9月10日电（记
者高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发行的美
国恐怖片《小丑回魂》上映首周末异
军突起，以1.17亿美元的票房强势
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在北美票房持续惨淡多周之后，
《小丑回魂》的强劲表现令好莱坞备
感惊喜。该片8日开画当天吸金高
达5100万美元，创下了恐怖片在北
美票房史上最佳首映日纪录，也创下
北美票房史上9月份最佳首映日纪
录。这部根据美国著名作家斯蒂芬·
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是所有根
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中首映日票房
成绩最好的。

该片周末三天1.17亿美元的票
房收入是今年以来排名第三的首周
末票房成绩，仅次于《美女与野兽》和
《银河护卫队2》。

美国电影票房分析专家保罗·德
加拉贝迪安表示，《小丑回魂》以其惊
人的表现唤醒了昏昏欲睡的北美电
影市场，树立了恐怖片票房新标杆。

本周末北美票房榜上的其他影
片都被《小丑回魂》远远甩在后面。

开路影业发行的爱情喜剧片《再次回
家》上映首周末票房收入仅为902万
美元，名列第二。

狮门影业发行的动作喜剧片《杀
手的保镖》以485万美元排名第三。
此前，该片已连续3周位居北美周末
票房榜榜首。

由华纳兄弟发行、已映4周的恐
怖片《安娜贝尔2：诞生》本周末收入为
400万美元排名第四。温斯坦公司
发行的惊悚片《猎凶风河谷》上映第
6个周末收入321万美元排名第五。

《小丑回魂》北美票房登顶
创下北美票房史上恐怖片首映新纪录

《小丑回魂》剧照

据新华社电（记者袁亮）第74
届威尼斯电影节9日闭幕，墨西哥
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执导的《水
形物语》获得最佳影片金狮奖。

《水形物语》是一部奇幻剧情
片，故事讲述在冷战时的美国，在一
家高度机密的实验室工作的女清洁
工发现一个被囚禁的水陆两栖人并
爱上它，在别人协助下帮它出逃。

获得最佳导演奖银狮奖的是执
导《倾尽所有》的法国导演格扎维
埃·勒格朗；黎巴嫩男演员卡迈勒·
巴沙凭借在电影《诋毁》中的表现获
得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则
花落电影《汉娜》的女主角、英国演
员夏洛特·兰普林。

此外，以色列、德国、法国和瑞
士的合拍片《狐步舞》获得评委会大
奖银狮奖。

威尼斯电影节今年首次设立
VR（虚拟现实）电影竞赛单元，这

是世界主流电影节设立的首个VR
竞赛单元。共有22部VR电影参
与竞争，其中包括4部中国作品。
最终，来自美国的《阿登的觉醒》获
得最佳VR影片奖。

本届电影节8月30日开幕，共
有21部电影入围主竞赛单元，其中
《嘉年华》是唯一入围华语片。吴宇
森导演翻拍的影片《追捕》入围非竞
赛单元，并在电影节举行全球首映。

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闭幕

墨西哥影片《水形物语》捧金狮

聚焦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最佳影片金狮奖：吉尔莫·
德尔·托罗《水形物语》（墨西哥）

评委会大奖银狮奖：《狐步

舞》（以色列、德国、法国、瑞士）

最佳导演银狮奖：格扎维
埃·勒格朗《倾尽所有》（法国）

最佳男演员奖：卡迈勒·巴
沙《诋毁》（黎巴嫩）

最佳女演员奖：夏洛特·兰
普林《汉娜》（英国）

最佳剧本奖：马丁·麦克唐
纳《三块广告牌》（美国、英国）

评审团特别奖：沃威克·桑
顿《甜蜜的国度》（澳大利亚）

马塞洛·马斯楚安尼最佳
新人演员奖：查理·普拉默《赛
马皮特》（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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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纽约9月10日电（记
者王集旻）美国网球公开赛今日收
拍。中国小将吴易昺继夺得青少年组
男双冠军后，再夺男单冠军，书写了中
国网球的新历史。

来自中国浙江的小伙吴易昺再
次迎来个人的“破发点”，继上一比赛
日拿到男双冠军之后，他在当天进行
的男单决赛中，以两个6：4力克头号
种子、阿根廷小伙盖勒，成为美网青

少年组的双冠王。他也成为第一位
获得大满贯青少年赛单打冠军的中
国队选手。

获胜之后吴易昺振臂欢呼，激
动不已。这个赛季见证了吴易昺的

快速成长，年初的澳网比赛他曾梦
想夺冠，但最终止步于四强，随后在
温网也打入八强，本届美网他再次
在赛前喊出夺冠的口号，最终不负
众望。

吴易昺即将年满18岁，本届美
网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大满贯青少年
组的比赛。从下赛季开始，他将开始
征战成人组。吴易昺目前的世界排
名是第496位。

吴易昺成就美网青少年组双冠王
成为首位获得大满贯青少年赛单打冠军的中国队选手

北京时间9月11日，在2017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西班牙
选手纳达尔以3：0战胜南非选手安德森，夺得冠军。图为纳达尔在颁
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 阿成

北京时间9月11日，纳达尔捧起
他的第三座美网冠军奖杯，也是其第
十六座大满贯奖杯。本赛季四大满
贯的争夺尘埃落定，费德勒和纳达尔
各取两个冠军。本赛季开赛前恐怕
谁都想象不到，男子网坛的争夺会是
费纳争霸“昨日重现”。

而如今的费纳争霸已上升到一
个新的高度，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

“史上最佳”之争。所谓“史上最佳”
或许是一种综合的评判，但大满贯单
打冠军数是公认的最重要指标。目
前费德勒19个大满贯，纳达尔16个，
以两人如今的年龄来看，3个之差还
是蛮大的；但从一年收获两座大满贯
的进度，以及纳达尔在本届美网展示
出的状态来看，如果费德勒停滞不
前，纳达尔迎头赶上并非没有可能。
尽管纳达尔称：“我没想过追赶费德
勒的纪录。”但人们分明又一次听见

他追赶的脚步声。
当费德勒年初摘取澳网，将两人

的大满贯数扩大到 4 个时，人们说
“史上最佳”之争盖棺定论了。随后
纳达尔加冕法网十冠王，也给盖了

“棺”的“史上最佳”之争推开一丝缝
隙。而费德勒随后温网夺冠，又钉上
一枚钉子。现在，纳达尔不仅把差距
又缩小为3个，以他在美网的表现来
看，他这次打开的“缝隙”更大，似乎
已能看到追赶的“光亮”。

尽管纳达尔此次夺得美网冠军，
是他 44 个月后首度在硬地赛场夺
冠，但并非意外的结果。德约和穆雷
退出后，纳达尔就被视为美网夺冠大
热门之一。但纳达尔夺冠过程中的
碾压性优势，却是人们意想不到的，
可以说是他一路横扫夺得冠军。从
观赛感觉来看，或许只有健康的费德
勒才能阻挡纳达尔。遗憾的是，背伤
不仅影响了老费的移动，还让他的自
信受挫，没能做到淡定从容，“费纳

决”差一步没能上演。
费德勒本赛季能夺澳网和温网，

并对“克星”纳达尔三连胜，人们赞叹
他反拍技术的提升。而在美网，我们
看到了一个“升级版”的纳达尔。纳
达尔反拍和发球等技术的进步，此前
人们已有谈论，而在美网赛场，他把
这些技术进一步提升。他的反拍不
仅能超稳定地相持，还能发力攻击得
分；发球虽然速度平平，但胜在旋转
无比。整体来看，纳达尔的进攻意识
和攻击性更强了，对手回球稍软稍
浅，便会遭到他无情的攻击。

当然，纳达尔要想追上费德勒，
困难还是很大。从竞争对手来看，费
德勒还有扩大纪录的可能；德约和穆
雷回归后，或许会改变争霸格局；新
人尽管令人失望，但总是不能忽视的
力量和变数。更重要还得看纳达尔
自己的表现，他本届美网的强势，是
否偶然一现的爆发？他的身体和能
量，还能支持多久的巅峰期？

又听到纳达尔追赶的脚步声

纳达尔夺美网男单冠军

本报三亚9月11日电（记者林
诗婷 通讯员陈文武）记者今天从三亚
南山景区获悉，为期两个多月的2017
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南山杯”桥
牌联赛日前在三亚市体育中心落下帷
幕。经过多轮激烈角逐，五指山队夺

得团体赛冠军。
据悉，本次比赛设有公开团体赛、公

开双人赛等项目，吸引了来自海南各界
不同年龄段约200名选手参赛。其中，
参赛选手中最小年龄为14岁，最大年龄
为72岁。在公开团体赛中，经过两天七

轮的激烈角逐，由吕培荣、李东等队员组
成的五指山队夺得第一名，“北纬19”和
三亚桥协队分别名列第二名、第三名。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由省人民政府
主办。本次比赛由省文化广电出版体
育厅承办，省体育总会、省桥牌协会、
省工业学校等单位协办。

“南山杯”桥牌联赛三亚落幕

五指山队夺团体赛冠军

➡“南山杯”桥牌联赛公开团体
赛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口市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局主办、海口市假日海滩开发管理有限公
司协办的2017海口亲水节系列活动之“激情消
夏”沙滩足球赛，日前在海口假日海滩举行。海口
中学日出队获得冠军，海南师范大学的沙狼队和
沙尘豹队分别取得了亚军和季军。

此次赛事吸引了海南师范大学、海口中学、海
口海港学校等16支球队。比赛为3人制，每场10
分钟，采用单场淘汰制，单场决胜负，常规时间内
打平不进行加时赛，直接罚点球决胜。

海口举办沙滩足球赛

海口中学日出队夺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南省足协承办的
2017年中国足协室内五人制足球初级教练员培
训班（第二期和第三期），将于本月23日和下月
26日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开班。

据悉，本次培训班每期教练员讲师1人、助理
讲师1人、正式学员24人、替补学员6人。报名参
加培训班的学员要求热爱足球事业，从事过足球
专业训练（职业运动员、职业俱乐部梯队运动员或
接受过足球专业培训或教育）和通过海南省足协
D级教练员考核的学员优先录取。

室内五人制足球教练员
培训班本月海口开班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中狮联海南足球俱乐
部暨全国狮友代表足球友谊赛，日前在海口世纪公
园足球场举行。三场比赛结果为：中狮联海南足球
俱乐部0：2中狮联全国联盟足球队，中狮联全国联
盟足球队3：1中狮联深圳足球俱乐部，中狮联深圳
足球俱乐部1：2中狮联海南足球俱乐部。

据了解，中狮联海南足球俱乐部是由中狮联
海南会员管理委员会会员自费筹办的足球俱乐
部，而中狮联海南会员管理委员会是在海南残联
领导下的一支新兴的公益慈善队伍。中狮联海南
足球俱乐部于2016年3月正式成立，经过一年多
的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俱乐部自成立以来就一直
在做名为‘狮爱阳光，筑梦绿茵’的足球公益活动。
这次交流赛的举行，旨在通过足球比赛，加强各地
区在公益足球助学、助困、扶贫等方面的合作。

本次活动由中狮联海南会员管理委员会主
办，中狮联海南足球俱乐部承办，海南虎跃青训中
心协办。

中狮联海南足球俱乐部
友谊赛海口开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