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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举行全民健身
迎新运动嘉年华活动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口
市文体局主办的“2018海口全民健身迎新运动嘉
年华”活动，昨晚在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启动，
1000多名市民以运动的方式迎接新年。

本次活动设“龟兔赛跑”“百发百中”“快乐的
大脚”等趣味体验区，不少市民在欢快的音乐声中
参与趣味活动挑战自我。舞台运动分3个单元，
爱好者们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进行太极拳、tabata
运动、瑜伽和健身操的学习与训练。

太极拳主要流派之一陈氏太极拳海口分会会
长李再勤现场讲解了太极拳的奥妙，同时进行了
太极拳展演，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中华武术的博
大精深。tabata运动是一项新鲜的运动形式，吸
引了多人参与，大家在老师指导下练习，并对它有
了浓厚兴趣。瑜伽和健身操在当下十分流行，吸
引了多人参与。大家在动感的音乐中享受运动的
快乐。运动之后，新年主题演出接踵而来，励乐队
等为现场观众献上了充满活力的演出。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
海口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协办的太极文化大展演，
于2017年12月31日在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
园举行，吸引了海口近千名太极爱好者参与。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音乐旋律，海口市四个区
的太极爱好者表演了简式24式太极拳。随后，各
区参演队伍分别演练了杨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
杨氏太极剑、功夫扇等。在海口凤翔湿地公园的
绿水青山背景里，太极爱好者们以刚柔并济的形
式、整齐划一的动作，展示了太极拳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文化内涵。

太极拳作为一种老少皆宜、内涵丰富的传统
运动方式，既是中国传统武术园地中的艳丽花朵，
又是凝聚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璀璨明珠。本次
展演内容丰富多彩，海口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发动了
近千名太极运动爱好者参加，将太极文化中的太极
拳、太极剑和太极扇等予以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星球大战 》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卫
小林）世界电影史上影响最大的

科幻电影——“星球大战”系
列片第8部《星球大战：最
后的绝地武士》（以下简
称《星球大战8》）日前
在中国内地定档，将
于1月5日在我国内
地全线上映，海南
各大院线同步上
映，为今年1月上映
的4部大片作2018
年开年引领，这是记
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

悉的。
据介绍，《星球大战

8》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在
北美首映，周末三天便收获了

2.2亿美元，强势登顶北美周末票

房榜首，成为整个北美地区今年首
周末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也创下
了影史上北美首周末票房收入第
二高的佳绩，这一成绩还仅次于第
7部“星球大战”系列片《星球大战
7：原力觉醒》2015年 12月创造的
2.48亿美元首周末票房成绩。其
后，《星球大战8》赶上北美一年中
票房最卖座的圣诞假期，票房收入
继续飙升，特别是进入元旦这个新
年档期，北美票房更是大卖，目前
已突破5亿美元，预计4天新年假
期结束后，该片北美票房将达到
5.3亿美元，全球票房则将突破10
亿美元，将助力《星球大战8》向《星
球大战7：原力觉醒》的20.68亿美
元全球票房挑战。

记者了解到，《星球大战8》也
是该系列片创始人乔治·卢卡斯构

建的故事体系，卢卡斯于1977年
拍摄首部《星球大战》时，就构思
了9集“星球大战”系列片的故事
体系，前三部“星球大战”系列电
影每三年推出一部，都由乔治·卢
卡斯导演兼编剧，直到1999年推
出“星球大战前传”系列三部，仍
由乔治·卢卡斯编剧并导演，但从
第7部“星球大战”系列片起，由于
他把自己的影业公司交给迪士尼
收购了，因此新的“星球大战”系
列片的导演和编剧都换成了别
人，但故事大纲仍是卢卡斯构思
的，所以，《星球大战7》和《星球大
战8》仍然广受影迷喜欢。

据悉，《星球大战8》的故事紧
接《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讲述遥
远的银河系中恐怖政权“第一秩序”
袭击新共和国首都之后的事。

每年 1月份，都是电
影市场贺岁档向春节档过渡的月

份，2018年1月已经来临，目前定档的1
月份片单显示，今年1月份将是进口大片的

天下，首先是1月5日上映的科幻片《星球大战
8：最后的绝地武士》，然后是1月12日上映的《勇
敢者游戏：决战丛林》，还有1月19日上映的《神秘
巨星》，该片是以《摔跤吧！爸爸》创下口碑和票房
神话的印度男星阿米尔·汗主演的励志新片，另
外，还有俄罗斯版“火星救援”《太空救援》，“跑
酷式”反乌托邦系列片《移动迷宫》等都将
轮番登场，这么多进口大片齐集于1

月，将给春节档前的影迷更多观
影选择。 ——编者

本周五
引领1月大片潮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2017年12
月31日晚，省歌舞剧院座无虚席，由
中央民族乐团全力打造的大型民族器
乐剧《玄奘西行》在此奏响。大气磅礴
的舞台场景与多种民族器乐的荟萃，
为海南观众再现了一代高僧西行取经
之路，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的人文风情。

通过现代多媒体手段“还原”敦煌
壁画，乐手们在色彩艳丽的布景下弹
起琵琶、阮等乐器，昔日莫高窟瑰丽景

象呈现在观众眼前。值得一提的是，
该场景下出现的乐器全部是根据史料
及莫高窟发掘素材复原而来。幽暗光
影下，茫茫沙漠一望无垠，玄奘法师漫
漫前行，由著名阮演奏家冯满天扮演
的仙人乐者在“荒漠”中弹起阮，悠远
绵长。少数民族乐手弹奏着弦乐从观
众席登场亮相，引来掌声阵阵。

《玄奘西行》以“戏剧”与“乐器”
作为玄奘西行路上精神文化高度凝

练的象征与代表，笛、箫、胡琴、琵琶、
唢呐、阮、箜篌、艾捷克、热瓦普、冬不
拉、库布孜、萨塔尔、手鼓、鹰笛以及
新疆木卡姆演唱等集中呈现，彰显了
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
等风格特征的音乐文化，全剧自2017
年7月在京首演后获得广泛好评。

2017年12月30日晚，中央民族
乐团还在海口献上了新年音乐会
《泱泱国风》，《玄奘西行》此后接连

在海口跨年演出了两场。中央民族
乐团团长席强表示，中央民族乐团
从 2017 年 12月底开始，在海南多
个市县带来了5场惠民演出，在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希望可
以推动民族器乐的普及。

据介绍，《玄奘西行》是文化
部、财政部立项的2017年重点新创
大型舞台剧目，是中央民族乐团与
时俱进探索民族音乐创新发展的

重要作品。“这部作品通过玄奘法
师西行取经，将丝绸之路沿线各地
区的器乐串联起来，丰富的元素让
我们本着‘以器乐为第一’，将一段
历史故事再度呈现给观众。”《玄奘
西行》总编导姜莹表示，作为此趟
中央民族乐团海南行的压轴演出，
这部大制作剧目能在海南省政府
支持下来琼献演很有意义，也反映
了海南的文化氛围日渐浓厚。

《玄奘西行》海口跨年演出两场
传统器乐展示丝绸之路文化底蕴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2017年
12月31日晚，2018博鳌新年音乐会
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三度来琼，奏响了
中国民族音乐的华美乐章，这也是继
2016年元旦和2017年元旦之后，博
鳌新年音乐会第三度举行，由此也拉
开了2018年博鳌国际艺术交流大会
系列活动序幕。

当晚7时30分，音乐会在民族管
弦乐演奏《庆典序曲》的宏大乐曲声
中拉开帷幕。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以
强大阵容登场，为现场近两千名观众
献上了十多首经典的中国民族音乐。

音乐会上，琵琶与乐队演奏的

《春江花月夜》掀起了观众对中国古
典民乐的热情，青年歌唱家龚爽与乐
队合作表演的歌曲《天竺》和《曙色》
赢得满场观众掌声，特别是民族管弦
乐合奏的《红色娘子军》组曲《快乐的
女战士》与《万泉河水清又清》，因其
与海南观众的亲密感，让音乐会进入
第一次高潮，满场观众热情的掌声，

“迫使”已经汗流满面的指挥家杨又
青多次鞠躬致谢。

其后，青年歌唱家曹延婷与乐队
合作献上了电视剧《红高粱》主题曲
《九儿》和电影《红日》插曲《谁不说俺
家乡好》，乐队全体演奏员合奏的民
族管弦乐《关东序曲》，带来了浓浓的

关东风情。此外，京胡与乐队合奏的
经典民乐《夜深沉》，以宏大的气场，
民乐特色醇厚的丝竹混音，把现场观
众带入了中国民族音乐纯美的意境
中。而京胡、琵琶、唢呐与乐队合奏
的《北京一夜》，民族管弦乐演奏的
《龙舞》，无不再次把中国民族音乐的
华美乐章深深烙印进现场观众心中，
让整场新年音乐会奏出了中国民乐
的强音。

当然，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乐迷
也没有失望，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创新
演出形式，既用中国民族乐器为大家
演奏了特有西洋韵味的约翰·斯特劳
斯作曲的《波尔卡舞曲》联奏，让《雷

电波尔卡》和《闲聊波尔卡》以带中国
民乐意味的形式呈现，也让男高音歌
唱家薛皓银与乐队合作，献上了中国
民族乐器配乐的意大利歌剧《图兰
朵》选段《今夜无人入睡》，在强大中
国民乐韵味中，献上了西方古典音乐
的艺术美。整场博鳌新年音乐会主
打中国民族乐章，又兼收西方名曲，
东西曲风交融的背景下，凸显了中国
民族音乐的华美和强大。

本次音乐会由中远海运博鳌有
限公司、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海南省
音乐家协会、博鳌音乐舞蹈交流中
心、国际音乐舞蹈交流促进会联合
主办。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三度来琼献艺

2018博鳌新年音乐会奏响民乐强音

全省七人制足球赛收兵
儋州新州队夺冠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经过半个月角逐，
2017海南昌江“芒果杯”全省七人制足球赛于
2017年12月31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结束。

在冠亚军决赛中，儋州新州康德队2：1力克
海南韦海英足球俱乐部队夺得冠军，并赢得3万
元奖金。海南韦海英足球俱乐部队屈居亚军。获
得第3名和第4名的分别是海南金众实业老爷车
队和儋州新时代狂风队。

本届比赛总奖金8万元，共12支球队参赛。
组委会不但邀请了省内各地草根足球高手参赛，
还吸引了曾入选国少队的广州恒大队员蔡明民参
赛。获得八强优胜奖的队伍分别是昌江队、儋州
谢家军队、海南万夫队和洋浦宝贵俱乐部队。

本次比赛由昌江黎族自治县文体局主办，昌
江黎族自治县教育局等协办。

海航“迎新爱跑”海口举行
近2000名跑友参加

本报讯 （记者邵长春）第五届“海航集团
2018迎新爱跑暨创业25载环球爱跑”海口站活
动，于2017年12月31日在海口日月广场举行，
共有来自海航集团内部和社会各界的近2000名
跑步爱好者参加，以公益奔跑方式庆祝海南省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海航集团创业25周年。

前“亚洲最佳中锋”、中国篮协副主席王立彬，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78公斤级冠军杨秀丽
等多位奥运明星嘉宾参加了“迎新爱跑”起跑仪式。

据悉，本届爱跑海口站活动形式有别于往届，
活动现场设置了25个任务点位，象征着海航集团创
业25载历程，在25个任务点完成打卡任务并带上
满载25个打卡图章的“任务地图”回到终点，就能获
得本次活动纪念奖牌。

据介绍，“海航集团2018迎新爱跑暨创业25
载环球爱跑”将在全球25个城市开启。二度携手
国内知名跑步APP“悦跑圈”，全球累计总里程将
通过“悦跑圈”APP统计，活动结束后，将把所有
活动参与者的有效跑步距离按1：1的比例兑换成
公益机票，定向帮助贫困学子春节回家团圆，支持
社会公益事业。

据新华社电（记者郭程）2017-
2018赛季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第
十轮第55场比赛，于2017年 12月
31日下午在海南文昌主场举行。八
一盈冠体育男排主场对阵上海金色
年华男排，经过激烈对抗，八一盈冠
男排最终以0：3败给上海男排。

上海队开局率先得分，随后凭借
扣球以及发球频频得分，尽管八一队
奋起直追，但上海队依然保持强大的
攻势，很快以25：18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中，在上海队领先情

况下，八一队展开激烈进攻，双方处
于胶着状态，比分交替上升，一直苦
战至22：22。最终，八一队仍未能扳
回一局，以23：25结束第二局。

第三局一开局，八一队频繁出现
失误，大比分落后。上海队一路猛攻
猛打，尽管八一队艰难追分，但最后
仍以19：25输掉第三局。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八一盈
冠男排队长毛天一说：“上海队发球
上给了我们很大压力，我们年轻队员
失误较多，我们要向上海队学习，争

取打好后面的比赛。”
上海金色年华男排主教练沈琼

表示，八一队是一支强劲的队伍。
今天上海队准备比较充分，对八一
队的拦防也很成功。通过今天的比
赛，希望队员们能好好总结，打好后
面的比赛。

八一盈冠男排主教练陈方说，上
海队是强队，八一队主要是抱着学习
的态度来对待这次比赛。“今天上海
队确实在发球上给我们制造了很大
困难，以后我们要多加学习。”

海口举行太极文化展演

爱好者在演练太极拳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摄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 史竞男）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2017年12
月31日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全国电影总票房为559.11亿元，同比
增长13.45%；国产电影票房301.04
亿元，占票房总额的53.84%；票房过
亿元影片92部，其中国产电影51部；
城市院线观影人次16.2亿，同比增长
11.19%。

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生产电
影故事片798部、动画电影32部、科
教电影68部、纪录电影44部、特种电
影28部，总计970部；国产电影海外
票房和销售收入42.53亿元，同比增
长11.19%；全国新增银幕9597块，银
幕总数已达到50776块。

电影局相关负责人称，在 2017
“电影质量促进年”，中国电影取得实
质性成果，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以迎
接党的十九大和纪念建军90周年为
契机，一批优秀献礼影片取得了可喜
突破，树立了主旋律影片创作的新标
杆，多题材、多类型、多样化的创作格
局更加巩固，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

据介绍，全年共有13部国产影片
票房超过5亿元，6部国产影片票房超
过10亿元；影片《战狼2》以56.83亿
元票房和1.6亿观影人次创造了多项
市场纪录，成为国产电影的突出亮点，
中国电影新力量不断成长壮大。

电影局负责人称，2017年，电影
产业促进法顺利实施，“放管服”改革
为市场带来更多活力；我国作为世界
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地位更加巩固，成
为全球电影市场增长的主引擎；“电影
市场规范年”活动深入开展，为产业健
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电影走出
去”呈现出新的亮点和特征，我国已与
20个国家签署了电影合拍协议，金砖
国家电影节等活动顺利举办，为推动
中外人文交流积累了重要经验。

2017年
中国电影票房559亿元
同比增长13%

哈勒普、莎拉波娃
深圳迎来“开门红”

据新华社深圳1月1日电 现世
界第一、罗马尼亚选手哈勒普和前世
界第一、俄罗斯选手莎拉波娃1月1日
在深圳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较量中轻
松击败各自对手，取得新年“开门红”。

正值新年假期，加上两位人气球
星亮相，让当天的中央球场迎来满座，
哈勒普和莎拉波娃的表演没让观众失
望。面对美国选手吉布斯，哈勒普用
强悍正手打出12记制胜分，耗时69分
钟以6：4和6：1直落两盘拿下对手。

五次大满贯得主莎拉波娃的登场
让球场沸腾了，不少球迷高喊着俄罗
斯选手的名字为她加油。面对罗马尼
亚老将布扎内斯库，莎拉波娃状态奇
佳，以6：3拿下首盘，第二盘更是以
6：0横扫。

中国选手方面，张帅和王雅繁双双
直落两盘击败各自对手晋级，小将王曦
雨则两盘败给匈牙利选手巴博斯。

中国男排超级联赛第十轮第55场：

八一盈冠文昌主场0：3不敌上海曼城18连胜纪录终结

据新华社电 曼城队在英超比赛
中的18场连胜纪录31日被水晶宫队
终结，双方在伦敦以0：0战成平局。

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在下半场补
时阶段获得一个宝贵的点球，扎哈在
禁区内被斯特林绊倒，米利沃耶维奇
主罚，曼城门将埃德森用腿将球挡出。

本轮过后，曼城19胜2平，依然
保持不败，并且将领先第二名切尔西
的优势扩大到14分。这也是英超历
史上21轮过后前两名球队的最大分
差。水晶宫积19分仍然位列倒数第
四，距降级区只有一分。

图为八一盈冠男排（右）在文昌主
场比赛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