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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卫
小林）11月3日，我省各大院线将同
步上映《七十七天》《密战》《相爱相
亲》三部国产新片，这是记者今天从
省内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七十七天》是一部国产
探险电影，由导演兼演员赵汉唐和知
名女影星江一燕联合主演。该片取
材自我国探险家杨柳松2014年孤身
一人用77天时间穿越西藏羌塘无人
区的真实经历以及他撰写的《北方的
空地》一书。为了完成这部纪实性电
影的拍摄，导演赵汉唐在片中真实再
现了故事主人公杨柳松的经历，一个
人、一辆山地自行车、极其有限的补
给，徒步77天，行走1400多公里，历
经沙尘暴、龙卷风、野兽围攻等各种
危机，最终战胜极地高寒、缺氧、缺水
等重重困难，既完成了全片的拍摄任
务，也真实还原了探险家在羌塘无人
区的旅行，还从侧面描绘出了片中女
主角身残志坚的满腔正能量。

《密战》是一部谍战题材动作电
影，该片原名《新永不消逝的电波》，由
钟少雄执导，郭富城、赵丽颖、张翰、张
蓝心领衔主演，任达华特别出演。影
片主要讲述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时
期，地下工作者林翔与兰芳临时组成

“假夫妇”，与日本侵略者及伪政府特
务之间展开了多场生死较量的故事。

《相爱相亲》是一部非常受期待亲
情题材艺术电影，由张艾嘉执导，张艾
嘉和田壮壮两大华语影坛名人领衔主
演，故事讲述三代女人因为家庭矛盾
交汇到了一起，从而牵扯出三段不同
时代的爱情，又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与
爱相关的温情和感动，勾勒出了一段
昔日的心酸恋情。值得一提的是，该
片已经收获了将于本月举行的第54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7项提名，包括最佳
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
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原著剧本、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从所获提名奖项
数量看，该片艺术质量堪称上乘。

《七十七天》《密战》《相爱相亲》

三部国产新片今登海南银幕
“中国新诗百年”系列评选揭晓

海南诗人翟见前获殊荣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中国新诗百年”全球

华语诗人诗作系列评选近日揭晓，海南诗人翟见
前斩获“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实力诗人”殊荣。

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为了纪
念中国新诗百年诞辰，展现中国新诗百年来的巨
大成就，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著名诗歌刊物
《关雎爱情诗》与国内权威新诗研究机构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等联合举办了“中国新诗百年”全
球华语诗人诗作系列评选。该活动从2016年开
始，至2017年10月揭晓，评出了“新诗百年终身
成就奖”“新诗百年杰出成就奖”“新诗百年百位最
具影响力诗人”“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实力诗人”“新
诗百年百位最具活力诗人”“新诗百年百位最具潜
力诗人”和“新诗百年百位网络最给力诗人”七个
奖项，我省诗人翟见前斩获的是“新诗百年百位最
具实力诗人”殊荣。

翟见前于上世纪 60 年代生于海南三亚，
2006年荣获“第三届e拇指手机文学原创争霸
赛”专家特别奖，2009年斩获“海南诗歌大奖赛”
二等奖，2011年被三亚市委、市政府授予“第一届
三亚市优秀人才”称号，2015年获《关雎爱情诗》

“十大实力诗人”奖。出版诗集《深夜的鸟》《内心
的草地》。

据悉，“纪念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庆典暨“中国
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表彰大会将于
11月在北京举行。

据新华社洛杉矶 11 月 1 日电
（记者高山）第13届中美电影节1日
在美国洛杉矶拉开帷幕，数百位中美
影视界人士参加了在好莱坞里卡多·
蒙塔尔班剧院举行的开幕式。

中国驻洛杉矶代总领事孙鲁山在
致辞中表示，中美关系的基础在于民
间的友好交往，文化交流在中美人文
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过去十几年来，中美电影节为促进中
美人文交流做出了不懈努力。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苗
晓天说，中美电影节为促进中美电影交
流和中国电影“走出去”做出了贡献。

美国制片人协会国际委员会主席
斯图·莱维称赞中美电影节和电视节架
起了沟通中美两个国家和两国文化的
桥梁，他代表洛杉矶市市长加切蒂为主

办方颁发贺状，并代表加切蒂宣布11
月1日为“中美电影节和电视节日”。

为表彰中美电影节多年来对促进
中美影视交流与合作的贡献，加利福
尼亚州洛杉矶县政府也于10月31日
举行命名仪式，将2017年11月命名
为“中美电影节月”。

本届中美电影节期间，组委会将
邀请中美主流影视公司共同举办影视
高峰论坛、影视市场及影视推介会，希
望借此搭建中美影视界务实交流合作
的平台，还将在洛杉矶、旧金山、拉斯
维加斯、休斯敦和达拉斯等多个美国
城市的主流电影院线和放映场地展映
上百部优秀中美电影。

本届中美电影节和已于10月30
日开幕的中美电视节，均由美国鹰龙
传媒公司主办。

据新华社电（记者陈君 刘刚）
为两岸青年提供艺术创作舞台的“上
海·台北we爱影展”，10月31日结
束了在台湾的巡映，随后将转赴大陆
继续展映。

当天，影展在台北市立大学进行
第六场、也是台湾站的最后一场放
映。放映前，两岸嘉宾及“we爱·两
岸青年短片大赛”得奖剧组齐聚一
堂，分享了参与此次活动的心得。

获得金奖的作品《拾荒》的拍摄
者——台湾导演邱奕仁说，通过这次
比赛，他结交了很多大陆朋友，并且
有机会接触到上海的电影拍摄技术，
为他打开了今后与大陆电影从业者

的合作之门。
以“我们爱”为主题的“we爱·两

岸青年短片大赛”自今年2月21日启
动以来，已经受到了两岸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大赛共收到两岸投稿参赛作品
1203部，59部作品经过初审、复审最
终入围决赛。其中，17部决赛入选
作品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进
行专场展映，电影呈现了上海与台北
两座城市生活的多元视角，引起观众
讨论热潮。

承办此次短片大赛的台湾华联
国际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
国梁表示，两岸以电影交流了解彼此

市场，相信对台湾电影到大陆发光发
热会有很大的帮助，期待通过电影深
化两岸交流。

“上海·台北we爱影展”9月25
日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启动，在台
6场巡映共播放16部获奖作品，均受
到青年学子欢迎。据悉，11月9日开
始，影展将移师大陆继续巡映，第一
站是上海交通大学。

影展由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
进会、上海文化联谊会、上海市科技
艺术教育中心、文汇报社、上海交通
大学、沪测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华联国际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等
共同主办。

第13届全中国日语作文大赛揭晓

81名获奖者来自高校
据新华社东京11月2日电（记者杨汀）由日

本侨报社主办的第13届全中国日语作文大赛评
选结果1日揭晓，共评选出最优秀奖和一二三等
奖获得者81名，获奖者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同济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

日本侨报社于2005年创办全中国日语作文
大赛，本届共收到来自189所高校的4031篇作
品，由在日本的专家和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进行评
审，并由日本驻华大使选出最优秀奖1名。

今年最优秀奖获得者是河北工业大学日语系
四年级（写作时为三年级）学生宋妍，获奖作文题
目是《“日语之日”让鲜花绽放吧》，记述她邀请身
边人共同录制支援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灾
区的日语歌曲《鲜花会绽放》的过程，向日本地震
灾区传递来自中国民众的鼓励和支持。

据悉，颁奖仪式将于12月12日在日本驻中
国大使馆举行。

“上海·台北we爱影展”移师大陆
11月9日在内地第一站上海交通大学继续巡映

第13届中美电影节洛杉矶开幕

亲情题材艺术电影《相爱相亲》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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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时间11月2日凌晨进行的
欧冠小组赛中，上赛季欧冠和西甲双
冠王皇马客场被英超青年军热刺3：1
吊打。热刺凭此胜昂首提前出线，而
皇马五年来 30 场欧冠小组赛不败的
傲人纪录作古。

这不是皇马本赛季第一次输球，
事实上他们遭遇了两连败，几天前还
在西甲以 1：2 输给无名小队赫罗纳。
这场欧冠失利看来不会影响皇马小组

出线，但如此表现，让人怎么看好他们
的卫冕前景。皇马怎么了？上赛季银
河舰队所向披靡，媒体纷纷夸赞他们
是史上最佳球队之一；才一个休赛期，
这支无敌舰队为何就“搁浅”了？

与热刺之战，皇马的控球率、射门
数、射正数、传球数、传球成功率等数据
都高于热刺。这些数据占优怎么还会

输球？答案是跑动距离。热刺全场跑
动121.01公里，皇马只有109.40公里，
比热刺足足少了11.61公里。11.61公
里是一个跑动能力出众的球员在打满
90分钟的情况下跑出的距离，从跑动数
据上看，皇马比热刺少一个人作战。

但跑动能力差只是场面上的表象，
而非皇马低迷的根本原因，皇马的种种

问题也不是“跑不动”所能解释。本赛
季的皇马，备受指责的何止跑动能力。

人们指责皇马引援不力。皇马本
赛季放走了莫拉塔和J罗，引进了几名
颇具潜力的年轻球员。但这些年轻球
员并未得到齐达内的重用，皇马还是
凭一班老臣打天下，并未能注入新鲜
的活力和能量。还有人指责齐达内战

术愚钝，上赛季成功的战术被人吃透
后，缺乏有效的变化。伤病问题是齐
达内的战术失灵或威力大减的重要原
因，但堂堂银河战舰历来阵容深厚，如
今也受困于足球场上不可避免的伤病
问题，说明球队的建设真的有问题。

还不能不提求胜欲望和战斗精
神。皇马上赛季创造了卫冕欧冠的历
史，这是广受赞颂的伟业。但本赛季，
那些夺冠功臣的战斗力和求胜欲有衰
退的迹象。如何刺激队员对胜利的渴
望，或许才是皇马需要解决的危机。

银河战舰缘何“搁浅”

本报文城11月2日电（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
者黄良策）2017-2018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八一
男排主场文昌赛区）将于11月5日开打。当日下
午3时30分，八一男排将迎战河北队，拉开第一
阶段比赛的序幕。

根据赛程安排，在第一阶段比赛中，八一男排
将在文昌主场分别迎战浙江、山东、上海、湖北等球
队。具体日程表为：2017年11月05日15：30，八一
VS河北；11月9日19：30，八一VS浙江；11月26
日15：30，八一VS山东；12月31日15：30，八一VS
上海；2018年1月18日19：30，八一VS湖北。

排超联赛文昌赛区5日开打

八一队首战河北队
关注2017第十二届环岛赛

本报三亚11月2日电（记者王
黎刚）“碧桂园杯”2017第十二届环
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结束
了第六赛段的比拼。意大利威廉车
队冲刺手雅克布·马雷斯科斩获环岛
赛12年历史上的首个五连胜。

今天的比赛从昌江出发，一路
沿着海南岛的西海岸向南骑行至三
亚，全长219.6公里，是本届比赛距
离第二长的赛段，仅次于总长230.2

公里的第二赛段。比赛途经霸王
岭、南山以及天涯海角等风景名胜，
一路平坦，几乎没有任何起伏，因而
也没有设置爬坡点。仅有的3个途
中冲刺点分别在56.2公里、91.8公
里和129.4公里。

比赛以大集团冲刺收场，马雷
斯科凭借超低风阻的冲刺姿势以及
无人能及的冲刺尾速，轻松拿下本
届比赛第5胜。

本站过后，马雷斯科在总成绩
榜上领先第二名将近1分钟，这也让
他得以继续将代表总成绩领先的黄
衫和代表冲刺积分领先的绿衫穿在
身上，同时也为他在接下来的两个
爬坡赛段中争夺总冠军奠定优势。
代表爬坡积分领先的圆点衫则继续
归属克洛斯车队的乌克兰车手布
茨，中国恒翔车队的柳建鹏继续身
披代表亚洲最佳车手的蓝衫。

马雷斯科五连胜创赛事纪录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
“中国银行杯”第八届海南省网球团体赛今天结束了
四分之一决赛，三亚队、海南电网队、海航网球队、白
鲸网球俱乐部队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进入了四强。

本次比赛共有17支球队参赛，比赛为团体
赛。第一阶段为小组赛，分为4个组，每组前两名
出线进入八强淘汰赛。经过小组赛的争夺，八强
昨日产生，分别为：A组的三亚队和美苑假日赛友
队，B组的白鲸网球俱乐部队和万宁队，C组的海
南电网队和屯昌队，D组的海航网球队和中行赛
友队。在今天进行的八进四比赛中，三亚队、海南
电网队、海航网球队、白鲸网球俱乐部队分别击败
各自对手，进入四强。

省网球团体赛四强产生

“这几年中国的职业公路自行车
运动发展太快了，作为一名UCI裁判，
我很荣幸自己可以亲身参与其中，并
陪伴它的成长。”“碧桂园杯”2017第
12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总
裁判长扎克·普兰德加斯特今天说。

今年是扎克·普兰德加斯特先生
第一次接受UCI（国际自行车联盟）委
派担任环岛赛的总裁判长之职。他
说：“这是我第一次执法环岛赛，它和
我之前参与的中国赛事有一些不同。
首先，它有一个相当独立的组织方，善
于沟通和协调各种状况。其次，海南

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是中国其他赛
事无法比拟的，即使已经到了秋天，这
里依然气温适宜，非常适合自行车赛
事的举办。另外，作为一个职业自行
车赛的总裁判长，我需要统筹整个裁判
团队，需要和所有车队的体育主管保持
沟通。这一次，我非常庆幸自己在环岛
赛能有一位好帮手，他就是来自中国的
国际裁判赵锦山先生。”

总裁判长口中的赵锦山是2016
年环岛赛的总裁判长，他是目前中国
唯一具有UCI资质的国际裁判。赵
锦山从2007年起就接受UCI的任

命，多年来一直在国际赛场执裁。他
说：“自从参与了去年环岛赛之后，我
对这个比赛有非常特殊的感情。中
国自行车运动需要朝更国际化的目
标去发展。海南的旅游资源闻名世
界，环岛赛是一个窗口，它会成为世
界了解海南的一个窗口。保障环岛
赛的高水平运行就是我们的责任，我
也很高兴可以再次和扎克搭档，我们
两个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彼此在
工作中的配合非常默契。”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三亚11月2日电）

国际自行车联盟裁判员：

环岛赛是世界了解海南的窗口
本报讯 （记者林永成）本赛季海南省足协

杯冠军海南万宁鼎力队获得参加2018年中国
足协杯比赛的资格，不过，他们先得参加资格
赛。资格赛预赛赛程敲定，11月12日下午，海南
万宁鼎力队将在主场万宁市北师大附中足球场迎
战厦门南熏队，胜者将参加2018年足协杯资格赛
决赛的争夺。

据了解，本届足协杯资格赛预赛分为南、北赛
区进行。北区决出10支球队，南区决出11支球
队，共21支球队进入资格赛决赛。资格赛预选赛
采用单场淘汰制，若90分钟比赛战成平局，直接
踢点球决出胜负。

海南万宁鼎力队若能战胜厦门南熏队，将获
得参加资格赛决赛的资格。2018年中国足协杯
资格赛决赛定于明年1月举行。

足协杯资格赛预赛11月12日举行

海南万宁鼎力
主场迎战厦门南熏

11月2日，马雷斯科率先冲过环岛赛第六赛段终点。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