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文娱新闻 综合
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孙发强

■ 本报记者 卫小林

今天下午，大鹏导演的喜剧电影
《缝纫机乐队》剧组来海口举办超前观
影和明星见面会，记者下午2时35分
起在海口中影国际影城上邦店和影迷
一起观看了该片超前点映场。4时40
分许，该片联合主演韩童生、李鸿其来
到影厅与海口影迷见面，现场气氛瞬
间被推向高潮。

当主持人请大家欢迎韩童生和李
鸿其入场后，两位影人快步走到前台，
影厅里顿时爆发出热烈掌声。“90后”
台湾影星李鸿其率先问大家：“电影好
看吗？”影厅里立刻爆发出“好看”的洪
亮应答声，李鸿其高兴中含着羞涩地
说：“好看就好！”韩童生顺势说：“这说
明我们的努力值了！”年逾六旬的韩童
生像这个路演小分队的“队长”似的告
诉现场影迷，这几天，《缝纫机乐队》演
员都在全国各大城市路演，大家都在

忙着为这部新片作宣传，非常欢迎有
问题的影迷们现场提问。

有影迷问到，这部电影中有那么
多乐队表演的戏份，请问韩童生老师
是不是会玩片中出现的那些乐器？韩
童生老实回答说：“我其实是话剧演
员，演电影电视剧都是‘业余’的。”他
谦虚地表示，“提到乐器，我还真是不
会，从小就没学过这个。”韩童生指着
身边的李鸿其说：“他是专业鼓手，资
深乐迷，我是从零开始！”

李鸿其立即接过话题，面带笑意
地说：“我确实很喜欢打鼓，我16岁就
开始学打架子鼓，因此电影中这些打
架子鼓的戏都是自己演的。”他又面向
韩童生说，“韩老师为了拍这部戏才开
始学吉他，但电影中他演的那个‘吉他
大帝’真是像极了！”

影迷的现场提问非常热烈，有影
迷甚至问到李鸿其是不是真的喜欢在
片中扮演丽丽的周冬雨？他不假思索

地反问现场影迷：“你们喜欢她吗？”大
家高声回答“喜欢”，李鸿其“狡猾”地
笑着说：“这就对了嘛！”另有影迷问到
韩童生在电视剧《虎妈猫爸》《大丈夫》
等剧中的表演，韩童生也给了热情回
答。作为一个六十多岁的过来人，韩
童生对现场影迷真诚地表示，希望大
家能在看了这部电影后有所收获，过
好自己的人生。

《缝纫机乐队》是大鹏继《煎饼侠》
之后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由大鹏、乔
杉、古力娜扎领衔主演，李鸿其、韩童
生、于谦、岳云鹏联合主演。剧组派韩
童生和李鸿其今天来海口举办明星见
面会，他们除现身海口中影国际影城
上邦店外，还前往海口中视国际影城
喜盈门店、海口万达影城日月广场店、
海口星轶国际影城、海口大地影院、海
口中影南方国际影城海秀890店等多
家影城和影迷见了面。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

《缝纫机乐队》联合主演韩童生李鸿其海口会影迷

“他是专业鼓手，我是从零开始！”

本报三亚9月19日电（见习记者
徐慧玲）动感十足的爵士舞，婀娜多姿
的民族舞……在欢快的舞蹈音乐声
中，26名参赛佳丽轮番登场，各展才
艺。9月18日晚，第67届世界小姐（简
称“世姐”）中国区海南赛区决赛在三
亚亚龙湾奥特莱斯举行。经过激烈角
逐，海南陵水姑娘黄珊珊荣获季军。

当晚，赛事通过T台展示内衣秀
和礼服秀、个人才艺表演、自我介绍
三种形式，考验选手内外兼修的素养
和功底，同时也传达出赛事选拔“有
意义的美丽”这一内涵。三轮角逐过

后，刘丽然、遇姝彤、黄珊珊三位佳丽
从26名佳丽中脱颖而出，获得代表海
南参加本届世姐中国区总决赛资格。

世姐大赛创办于1951年，中
国赛区作为世姐大赛的重要分赛
区之一，已走出张梓
琳、于文霞两位世界
小姐，让中国之美渐
获世界认可。

本 届 世
姐中国区总
决赛将于 10
月举行。

国庆交响音乐会明后两晚
在省歌舞剧院上演

厦门爱乐乐团倾情演绎“大海的乐章”

世姐中国区海南赛区决赛三亚落幕
本土选手黄珊珊获季军

第42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落幕

多部华语参展片受瞩目

据新华社多伦多9月18日电（滕忠勤）在刚
刚闭幕的第42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十几部参
展的华语片入选多个单元，以“独特而深邃的东方
视角”获得电影界人士和观众的关注和好评。

中国台湾导演黄信尧的《大佛普拉斯》获得
“亚太电影推广网络奖”，这部以黑色幽默反映社
会现实的影片获得三位评委一致青睐。

冯小刚新片《芳华》入围“特别展映单元”。因
国内工作繁忙而未能出席颁奖仪式的冯小刚特别
录制了一段小视频，对出席观影活动的多伦多电
影节观众表示感谢，现场观众给予热烈回应。

由吴宇森执导，集合了张涵予、福山雅治、河
智苑等中日韩三国明星的翻拍片《追捕》为电影节
献上一场动作盛宴。入围“特别展映单元”的中国
影片还有由蔡尚君执导，黄渤、宋佳主演的《冰之
下》。此外，文晏执导的影片《嘉年华》入选“当代
世界影片展映单元”。

此外，电影节组委会还与中国电影资料馆联
合展映了中国近现代电影导演史东山1932年出
品的《奋斗》，为观众呈献了中国电影发展初期的
经典作品。而中国导演陈凯歌担任“站台”单元三
位评委之一，也成为颇受瞩目的中国元素。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吴可丽）由省文体厅主
办，省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承办的

“大海的乐章——国庆交响音乐会”，
将于9月21日、22日两晚8时在省
歌舞剧院上演，厦门爱乐乐团将为海
南观众带来10余首富有中国韵味的
交响乐曲。

此次演出是我省精品剧目惠民
系列活动之一，票价分甲票90元、乙
票70元、丙票50元，观众可前往省
歌舞剧院售票处购票或通过关注海
南省歌舞团（hnsgwt0898）微信公众
号购票。

据厦门爱乐乐团团长方翊介绍，

此次乐团以70余人的演奏规模，准
备了《红旗颂》《瑶族舞曲》《火把节》
《紫竹调》等多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乐
曲。除了单纯的演奏外，交响音乐会
还特别加入了配乐朗诵等节目，观众
还将在充满西洋乐韵味的舞台上听
到鼻箫的演奏声。

据了解，厦门爱乐乐团成立于
1998 年，在已完成的 19个音乐季
里，已在国内外80多个城市巡回演
出，为听众带去近1500场表演。该
团始终坚持“周末交响”，为厦门市民
带来精彩的惠民演出，积极传播高雅
音乐，提升市民音乐素养，被誉为厦
门的“城市名片”。

中央歌剧院打造民族歌剧精品

《玛纳斯》国庆节上演
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记者周玮）作为

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剧目之一，中央歌剧院将于
9月30日、10月1日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大型原
创民族歌剧《玛纳斯》。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是中国
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
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中
亚地区，目前已有俄文、哈萨克文、德文、英文、法
文、土耳其文、日文等多种译文。

原创民族歌剧《玛纳斯》从英雄玛纳斯的胜利
写起，融合了原史诗中第一部《玛纳斯》和第二部
《赛麦台依》的主干情节，由父到子，由死到生，现
实与梦境交织，人性叙事和神性叙事穿插，展开恢
弘壮阔、引人入胜的史诗画卷。

该歌创作阵容强大，词作家王晓岭担任编剧，
作曲家许舒亚担任作曲，王延松担任导演。演出
阵容同样强大，中央歌剧院音乐总监、首席指挥杨
洋指挥，特邀歌唱家袁晨野、王传越、刘珊加盟，同
时汇集中央歌剧院精英力量如歌唱家於敬人、李
爽、么红、阮余群等。

影人李鸿其（左）韩童生在海口与影迷见面 本报记者 卫小林 摄

➡ 第67届世界小姐中国区海南赛区决赛在三
亚亚龙湾落幕，图为海南赛区冠（中）亚（左）季军合影。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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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7 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
（CTA-Open）“海南网协”杯海口
钻石赛暨海南省第18届业余网球
公开赛，明天晚上将在海南省体育
中心网球场开拍。比赛吸引了省
内外 281 名球手参加，总奖金 10

万元。
本次赛事是中国业余网球公开

赛（CTA-Open）全国系列赛的传统
赛站。它是中国网球协会为推动全
国群众性网球健身活动的普及与提
高，与海南省网球协会联合打造的
全国性业余网球高积分级别的经典

赛事。为了让更多的参赛者有机会
获得奖励，赛事采用普惠制奖励制
度，共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
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项目
8个组别。其中，双打分为青年组和
常青组2个年龄组。此举旨在通过
年龄划分，让更多的人公平参与网

球竞赛，推动海南省网球运动普及
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举办多年，
先后在国内80多个城市举办了近两
百站不同级别、有积分的赛事。海口
站自2012年开始举行以来，受到了
全国业余网球爱好者的欢迎和社会

各界的赞誉，成为海南一项重要的全
民健身体育活动。

本次比赛得到了海南省体育总
会、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海南体
育职业技术学院、智海王潮传播集
团、韵动吧（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等单位的鼎力协助。

省业余网球公开赛今天开拍
国内281人角逐 总奖金10万元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王
黎刚 通讯员孙勇 邓翠婷）由省直机
关工委主办、省直机关工会工委和省
体育赛事中心承办的省直机关第四
届职工运动会羽毛球比赛昨天在省
农科院奥飞羽毛球馆落幕。省委组
织部队和省卫计委队分别获得了党
群组和厅级企事业组团体冠军。

此次羽毛球比赛分为党群组和
厅级企事业组两组，共有 77支队
伍、约1000名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职
工参加。获得党群组第二名至第八

名的分别是省委宣传部队、省纪委
监察厅队、省政协队、省妇联队、省
残联队、省委政法委队、省直工委
队。获得厅级企事业组第二名至第
八名的分别是中国热科院队、省水
务厅队、省邮政公司队、省司法厅
队、省国税局队、省林业厅队、省人
社厅队。

本次比赛在恒温气膜羽毛球馆
举行，该馆于去年底投入使用，共有
20片标准羽毛球场。据本次比赛裁
判长介绍，该馆采用了奥运会专用

地胶，防滑、减震，雨季不反潮，能防
止关节骨骼损伤，更好地保护球
员。其次，该球馆采用二次漫反射
照明系统，球员打球时不受光照、身
影的干扰，却具有恒温和含氧量高
的特点。

省直机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举办运动会，培养机关广大
职工树立“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
作每一天，幸福生活一辈子”的健康
理念，推动省直机关群众性职工体
育活动的开展。

省直机关职工运动会羽球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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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9月19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樊其林）记者从今天召开
的华润石梅湾·2017海南万宁滨海
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017海南万宁滨海半程马拉松将于
12月3日上午8时30分鸣枪开跑。
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万宁市人
民政府等单位主办。

本次比赛设半程马拉松和5公
里，采用“报名缴费，先到先得”的形
式。报名成功以缴费为准，额满截止
报名。赛事总参赛名额3000人，男女
半程马拉松1500人，男女5公里1500
人，跑团报名限50个跑团。跑团报名
和个人报名只能选择其一，参加跑团
的选手亦可获得个人名次奖励。

较往届赛事，本届赛事为广大跑
者增设了多个奖项以提升赛事体
验。半程马拉松项目男女第1名至

第20名与5公里项目男女第1名至
第20名运动员均将获得现金奖励。
其中，半程马拉松冠军奖金达5000
元，5公里冠军奖金达2000元。参与

“跑团争锋”活动的前6名团队均会获
得现金奖励，第一名奖金达 3000
元。赛事分别设男女18岁至25岁、
26岁至35岁、36岁至45岁、46岁以
上4个组，每个组别奖励前3名，奖金
分别为500元、300元、200元。

赛道路线规划上，赛事起终点
位于华润石梅湾游艇会，整个路线
以万宁滨海旅游公路为主，石梅湾
青皮林滨海路为辅。选手们沿着滨
海道路起伏的弧度，依次经过苍翠
的西岭山、绵延的碧海金滩、繁茂的
青皮林、清澈的溪流和纯净的原生
岛屿等绝美热带风光，领略海南独
具魅力的滨海风光。

万宁滨海“半马”12月3日开跑

本报五指山9月19日电（记者
贾磊）近日，2017（第七届）亚洲自行
车展览会在南京开幕，“五指山三项
赛”赛事内容首次在展览会上亮相。

“五指山三项赛”为漂流、徒步、
骑行，三项赛事全程约100公里，均
在生态核心区的五指山地区举行。
其中，五指山单车运动绿道覆盖该市
7个乡镇，车手们在比赛中将穿过57
个自然村，主干线呈8字环形，单圈共

158公里，累计爬升约2200米；漂流
运动全长3.8公里，在天然峡谷河道
趣味穿行，累计落差近百米；跑步运
动将纵览沿途10公里的田园风光。

据悉，“五指山三项”挑战赛是五
指山重点打造的特色文化体育旅游
项目，今年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的皇后赛段，首次选取“五指山单
车运动绿道”核心主干线，即南圣-
水满-毛阳-市区环线。

五指山三项赛亮相亚洲自行车展

关注海南全民健身 西安小伙签约
西班牙篮球劲旅
将成中国球员征战西甲“第一人”

据新华社西安9月19日电（记者郑昕）9月
19日，篮球运动员郑博龙在西安与西班牙篮球甲
级联赛劲旅大学生篮球俱乐部签约。能打两个后
卫位置的他将身披0号球衣出战即将开打的新赛
季西甲联赛，成为中国篮球运动员征战欧洲顶级
篮球联赛的“第一人”。

出道自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郑博龙生于
1989年，身高1米83。有着丰富国际篮球经验的
他曾先后效力于美国ABA联赛西雅图阿德米拉
斯队、西班牙篮球乙级联赛阿米克卡斯特利翁队
等，如今依靠不俗的球技和艰苦的付出，终于一步
一个脚印地得到了西甲俱乐部的垂青。

“这个时刻我幻想过无数次，如今梦想成真。”郑
博龙在签约后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感谢所有支持
我、帮助我的人。新赛季我将会面对更多挑战、更多
压力，但这都是值得的，我也会把大家的期望带到职
业篮坛、带到篮球场上，用尽全力去实现梦想。”

他的新东家大学生篮球俱乐部，是西班牙国内
唯一一支同时拥有男子甲级联赛球队和女子甲级联
赛球队的俱乐部，其中男队自1973年首次参加欧
洲篮球赛事，共打进过6次欧洲冠军杯联赛和7次
欧洲联盟杯，先后进入过克拉克杯、欧洲联盟杯决
赛。国内联赛方面，大学生队4次入围西甲联赛总
决赛，3次荣获国王杯冠军。在上赛季西甲联赛
中，他们位列常规赛第11位、处于联赛中游位置。

前曼联铁卫费迪南德
将转行职业拳击

据新华社伦敦9月18日电 据英国每日电讯
报道，前英格兰队名将、曼联铁卫费迪南德预计将
在19日宣布投身拳击项目，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

快要迎来39岁生日的费迪南德是一名狂热
的拳击爱好者，他表示，自2015年1月爱妻爱丽
森因病离世后，练习拳击有助于帮助他放空头脑，
减轻悲痛。

费迪南德于2015年5月正式宣布退役，结束
了自己20年的足球职业生涯。

在退役后，费迪南德并未脱离足球行业，而是
做起了足球电视评论员，频频出现在世界大赛的
现场电视评论席上。当然，费迪南德要想成为职
业拳击选手，就必须先获得英国拳击监督理事会
颁发的参赛许可证。

费迪南德并非第一位由足球转行拳击的运动
员，此前谢菲尔德联队球员柯蒂斯·伍德豪斯就由
足球运动员转行做拳手，并于2012年在英国初中
量级拳击决赛中击败对手，荣获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