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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波洛不太吸引人
■ 冯巍

《东方快车谋杀案》是英国女侦探小说家阿加
莎·克里斯蒂塑造大侦探波洛形象最为成功的作
品之一，然而看完据此改编的最新同名电影，发现
这部影片里的波洛不太吸引人，大概是由于编导
把握偏了波洛这个人物形象的风格所致。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30多部小说中塑造过大
侦探波洛，她和大她31岁的侦探小说前辈阿瑟·
柯南·道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所塑造的另一
个大侦探福尔摩斯通常通过动作破案，作家强调
的是福尔摩斯爱“动手”；而波洛，却基本都是通过

“动脑”去推理分析破案。因此，在小说原著中，波
洛显得智商很高，并不屑于“动手”。

可是电影艺术是强调动作的艺术，选择拍摄
波洛，总不可能靠通篇的对话破案吧？于是，编剧
和导演都倾向于把波洛“福尔摩斯化”，波洛不但
表现出了撬门、格斗、奔跑、追逐等“才能”，而且为
了破案还亲自登上火车车顶去勘查现场，这些动
作虽然符合了电影特有的视觉化要求，却使得文
学名著中波洛的精明人物形象丢了分。

波洛最擅长人物心理分析，他总是依据角色
的社会心理去寻找破案线索。然而在这部新片
中，不但没有凸显波洛这一特点，而且到最后波洛
弄清案情时，竟然在“最后的晚餐”构图面前分析
得那么软弱无力，好像他自己也打不起精神，这就
让波洛智商过人的形象被矮化了，波洛与福尔摩
斯的不同也模糊了，波洛显得不太可爱了。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曾中笑）今天上午，“海马
福美来杯”纪念苏东坡诞辰980周年
暨登陆海南920周年专题书法作品全
国巡展（海口汇报展）在省博物馆开
幕，百幅精美书法作品展示东坡文化

情怀，彰显海南文化自信。
今年是苏东坡诞辰980周年，也

适逢他登陆海南920周年。今年年
初开始，在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省
文联指导下，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儋州市委市政
府等就联合主办了“永远的苏东坡”
全国专题书法作品巡展、专题学术报
告会等一系列活动，以表达对东坡先
生的崇敬和追思。

为了办好此次巡展，组委会面向

海内外征集到书法作品近千件，并通
过专家评审，优中选精确定了近百幅
书法精品，从6月份起先后走进常州、
杭州、台北、徐州、惠州、郏县、黄冈、开
封、眉山、扬州等地巡回展出。

本次全国巡展（海口汇报展），也

是在全国巡展各站之中规模最大、作
品数量最多的一次。展出由儋州市委
宣传部、儋州市文体局与省新闻界书
画家协会、中国八一书画院海南分院
等联合承办。

作品将展至11月19日。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卢进梅）2017粤港澳大湾
区海洋诗会于11月15日在广东省中山
市举行。诗会现场公布了“古代十佳海
洋诗歌”“中外十佳海洋诗歌”和“当代
十佳海洋诗歌”评选结果。其中，海南
诗人乐冰创作的诗歌《南海，我的祖宗
海》入选“当代十佳海洋诗歌”。

乐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

省诗歌学会副主席，在文学期刊发表
诗歌800余首、小说20余万字，作品
入选百余部文集，著有中国首部描写
南海的长诗《南海，我的祖宗海》和长
篇小说《海南梦》等9部专著，曾获国
内各种诗歌奖40余次。

本次诗会以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
员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为指导单位，由
中山海事局等单位联合举办。

本报海口11月 16日讯 （记者
卫小林）今天傍晚，引进自好莱坞的
动作奇幻片《正义联盟》在海口万达
影城日月广场店和海口星轶国际影
城举行海南提前场放映，数百位影迷
欣赏到了片中精彩的内容，为该片
11月17日正式在我省各大院线上映
赢得了好口碑。

记者随我省院线业内人士、媒体
记者和影迷提前欣赏了该片。业内
人士介绍，《正义联盟》是今年最后一
部好莱坞超级大片，此后将进入我国
影市一年中较为旺盛的档期贺岁档，
届时进口片将不会再有耀眼光芒，反
而是国产大片将大放异彩。

作为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一部

超级英雄题材大片，《正义联盟》的确
颇有看点，首先给人感觉是该片的动
作和特效制作十分引人入胜，观众厅
里笑声频现。其次是神奇女侠、蝙蝠
侠、闪电侠、超人、海王、钢骨六大知
名英雄人物形象聚集在一起，每个角
色又都特点鲜明，他们与反派荒原狼
的集团式大战，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激情澎湃。再次是今天这场提前场
放映是在 IMAX影厅进行，令众多
影迷都觉得犹如身临影片背景中，仿
佛亲身经历了一场超级英雄拯救世
界的震撼旅程，从头到尾体验到的都
是超爽的观影享受。

要说《正义联盟》的新意，除了它
首次实现超级英雄大集结外，还为中

国影迷带来了蝙蝠侠、神奇女侠和超
人之外的新面孔——闪电侠、海王和
钢骨，而且观众感到这三位银幕“新
人”个个有好戏：闪电侠快过光速，是

“世界上最快的男人”；海王霸气，飞天
遁地痛快杀敌，让影迷感受到了豪情
万丈；钢骨是一位半机械人，因为能控
制一切电子设备，能力超强。

该片由《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
黎明》的导演扎克·施奈德执导，本·阿
弗莱克、亨利·卡维尔、盖尔·加朵等主
演，故事发生在《蝙蝠侠大战超人：正
义黎明》之后，讲述面对一个全新的世
界威胁时，超人、蝙蝠侠、神奇女侠、闪
电侠、海王和钢骨6位英雄聚集在一
起，与大反派荒原狼展开了殊死对抗。

神奇女侠蝙蝠侠闪电侠超人个个有好戏

动作片《正义联盟》今登海南院线
“当代十佳海洋诗歌”揭晓

海南诗人乐冰诗歌
《南海，我的祖宗海》获奖

纪念苏东坡书法作品全国巡展（海口汇报展）开幕

展示东坡情怀 彰显文化自信
内蒙古大型民族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
走进国家大剧院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孟祥林）大型
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日前在北京国家大剧
院歌剧院上演。该剧以当代视角与多重空间的表
现手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一体，生动地再现
了龙梅和玉荣的英雄事迹。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
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之一，由内蒙古艺术学
院独创。主创团队多次深入“草原英雄小姐妹”的
家乡和原居住地采风，经过为期两年的策划、筹
备、制作、排演，才得以呈现在舞台上。

进京演出前，该剧已在内蒙古乌兰恰特保利
剧院和民族剧院演出多场，获得良好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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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全
国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将于11月18日
至20日在陵水雅居乐体育馆举行，这
也是该大赛第三次在陵水举办，届时，
将有来自全国的50多支代表队参赛。

据介绍，2017年的全国广场舞大
赛总决赛，将继续秉承首届全国广场
舞大赛总决赛提出的“赛事+”理念，
在首届开创性、第二届创意性办赛基
础上，更加突出创新性。本届大赛总
决赛还增添了全国广场舞论坛、全国
广场舞培训，并邀请到著名歌手扎西
顿珠、李多娜现场演唱，不断提升赛事
延展性、互动性和多元化。

与此同时，本届赛事的最大亮点

还在于媒体助力进行赛事现场直播。
比赛期间，将有包括央广网、腾讯视
频、爱动体育网等在内的多家媒体对
赛事进行全球直播，进一步扩大赛事
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本届总决赛将推广12套广场舞及
全国广场舞推广委员会备选规定套路
比赛和自选套路比赛，旨在积极推广国
家规定套路的同时，鼓励倡导大众积极
开展创编具有健身功效、审美品位、展
现时代风貌的大众健身广场舞。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
育指导中心、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
会、海南省文体厅、陵水黎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

全国广场舞总决赛明天陵水开幕
全球直播+明星助阵精彩纷呈

俄罗斯（65，东道主）德国（1）巴西（2）葡萄牙（3）
阿根廷（4）比利时（5）波兰（6）法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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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林
永成）“钙立速杯”2017第四届国际
旅游岛帆板大奖赛今天在海口西海
岸开赛。来自国内外近20家帆板俱
乐部的近200名选手将展开为期四
天的角逐。

本次大奖赛分为场地赛、团体赛、
对抗赛、障碍赛，其中场地赛设男子
组、女子组以及青少年组。团体赛
和障碍赛是今年首次增设的比赛，
比赛难度有所增加，竞赛体系逐步
与国际接轨。

海口西海岸拥有绵长的海岸线，
沙滩平缓，海水清澈，四季气候宜人，
是开展海上运动的好地方。海口西海

岸每年都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帆船运动
员和爱好者前来训练，成为一道动感
的海上风景线。 近年来，海南着力推
进海上运动发展，海口西海岸为帆板
等项目的海上运动爱好者提供了便利
的条件及安全保障。国际旅游岛帆板
大奖赛的举办及影响力不断提升，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帆板爱好者，扩大了
帆板赛事的群众参与度，促进了体育
产业与全域旅游的深度融合。

本次赛事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
体育赛事中心、海口市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局、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海南
省帆船运动协会承办。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
海口西海岸开赛

本报北京11月 16日电 （记者
孙婧）司南杯大帆船赛组委会今天在
北京召开发布会，宣布第六届赛事将
于2018年4月21日至28日在三亚、
三沙两地举行。

与往年不同，本届赛事首次获
得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支
持，并进入该协会的 2018 年度赛
历。“司南杯大帆船赛已经成为我国
一项重要的长距离航海赛事，也成
为中国辽阔海疆一张靓丽的体育名
片。”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
心副主任、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主席张小冬表示。

司南杯大帆船赛是2012年诞生
于三亚的帆船赛事品牌，比赛包括亚
龙湾场地赛和西沙拉力赛。举办5年
来，该赛事每年吸引国内30余支帆船
队参赛，为三亚发展航海事业、打造

“国际帆船之都”提供了不小助力。
三亚市副市长许振凌介绍说，近

年来三亚积极推动水上运动尤其是
帆船运动的发展，除了司南杯大帆船
赛外，还包括举办两届沃尔沃环球帆
船赛经停港活动、六届环海南岛大帆
船赛起终点活动，并组织“三亚号”帆
船队参加2017-2018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以及正在筹备今年12月在三

亚举行的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
“通过举办国际国内重大帆船赛

事，三亚的帆船赛事服务队伍和专业
运动员队伍正在快速成长，三亚的国
际知名度得到很大提升，对中外游客
和水上运动爱好者的吸引力也逐年
增强。”许振凌表示，三亚市政府将为
赛事以及全国的帆船爱好者提供优
质服务保障。

第六届司南杯大帆船赛由中国
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和三亚市政府联
合主办，三亚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
局、三亚司南航海推广发展有限公
司承办。

司南杯大帆船赛明年4月扬帆三亚
赛事列入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官方赛历

本报讯 北京时间11月16日上午，
随着秘鲁主场2：0击败新西兰获得最后
一张世界杯门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的32支参赛球队全部确定。除了大洋
洲区之外，其他五个大洲的预选赛区都
有球队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其中亚洲
区5支，欧洲区14支，非洲区5支，中北
美及加勒比地区3支，南美区5支。

世界杯32强分组抽签将于当地
时间12月1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进行，32强将会被分为8个小组。所
有球队被分为四档，其中东道主俄罗
斯作为一档种子队自动落入A1的位
置，其他球队按照 2017 年 10 月的
FIFA（国际足联）世界排名依次进入
一档（种子队）、二档、三档和四档。与

之前的世界杯不同，这次所有分档完
全按照世界排名，而不是基于地理上
的考虑将同一大洲的球队分在一档。
不过同大洲回避的原则依然存在，属
于同一足联旗下的球队不会分在同一
组。由于欧洲区有多达14支打入世
界杯，规定同一小组最多只能有2支
欧洲球队。 （新文）

俄罗斯世界杯32强全部出炉
分组抽签12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

秘鲁搭上世界杯末班车
北京时间11月16日，在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第二回合比赛中，秘

鲁队在主场以2：0战胜新西兰队，从而以2：0的总比分获胜，晋级世界杯决赛
圈，成为最后一支获得世界杯入场券的球队。图为秘鲁队球员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北部湾城市运动会落幕

海口队获7金3银4铜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经过9天的角逐，首届

北部湾城市运动会11月15日在湛江市落幕。海
口队夺得7金3银4铜，以总分305分排名团体第
五名。儋州队收获1银1铜，以总分115分排名团
体第九名。

本次比赛共吸引北部湾周边10个城市代表队
共901名运动员参赛，设8个竞赛大项。海南有海
口和儋州两支代表队参赛，参与了足球、篮球、乒乓
球、羽毛球、网球和棋类等项目的角逐。海口队在
羽毛球项目中表现出色，共夺得6枚金牌2枚银
牌，并以总分150分获得团体第二名。海口队的另
一枚金牌来自网球女子中年组双打项目，海口网球
队还获得两枚铜牌。在大球项目中，海口男篮获得
亚军，海口男足获第三名。儋州队的1银1铜两枚
奖牌来自棋类中的国际象棋项目。

以“同一个海湾同一个梦想”为主题的第一届
北部湾城市运动会，由湛江市人民政府、北部湾经
济合作组织主办。

陵水中小学
校园足球赛启动

本报椰林11月16日电（记者林晓君 李艳
玫 通讯员陈思国）今天上午，由陵水黎族自治县
教科局主办的2017年陵水第二届中小学校园足
球赛，在该县中山小学启动。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41所中小
学的843名运动员参赛。61支参赛队伍被分为小
学甲组、小学乙组、初中组及高中组等四个小组。

比赛要求参赛运动员须为学籍在陵水全日制
学校的学生。小学、初中、高中组赛事分别依据国
际足联最新审定的《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七人制
足球竞赛规则》和《十一人制足球竞赛规则》执行。

NBA昨日战报
老鹰126：80国王
骑士115：107黄蜂
雷霆92：79公牛

76人115：109湖人
森林狼98：86马刺
猛龙125：116鹈鹕
尼克斯106：101爵士
热火93：102奇才
雄鹿99：95活塞
开拓者99：94魔术

灰熊113：116步行者

世界杯32强名单

欧洲区
（14支）

俄罗斯（东道主）比利时 德国 英格兰
西班牙 波兰 冰岛 塞尔维亚 葡萄牙
法国 瑞士 克罗地亚 瑞典 丹麦

非洲区（5支）尼日利亚 埃及 塞内加尔 摩洛哥 突尼斯

南美区（5支） 巴西 乌拉圭 阿根廷 哥伦比亚 秘鲁

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3支）墨西哥 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

世界杯32强分档
（括号内为10月份FIFA世界排名）

西班牙（8）秘鲁（10）瑞士（11）英格兰（12）
哥伦比亚（13）墨西哥（16）乌拉圭（17）克罗地亚（18）

第二档

丹麦（19）冰岛（21）哥斯达黎加（22）瑞典（25）
突尼斯（28）埃及（30）塞内加尔（32）伊朗（34）

第三档

塞尔维亚（38）尼日利亚（41）澳大利亚（43）日本（44）
摩洛哥（48）巴拿马（49）韩国（62）沙特阿拉伯（63）

第四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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