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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温子仁执导的DC超级英雄
电影《海王》自上映后未逢敌手，上
周七天再收6.5亿元综合票房，轻
松蝉联内地单周票房冠军。作为
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影片较开画首
周保持不跌，走势之强刷新超英题
材的纪录。近日，内地市场迎来多
部新片开画，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
显示，其中由肖央自导自演的国产
喜剧《天气预爆》首日以30.3%的预
排映占比空降冠军，成为国庆档之
后开画规模最大的国产片。刷爆
口碑的索尼进口动画《蜘蛛侠：平
行宇宙》（简称《平行宇宙》）首日以
近两成（19.3%）的预排映占比排在
第二，小幅领先另一部由刘伟强执
导的国产新片《武林怪兽》（预排

18.8%）。另外四部新片的存在感
并不是很高，其中由袁和平执导的
《叶问外传：张天志》仅有12.3%的
排片占比，从截稿前的票房成绩来
看，此片票房还不如上映多日的
《海王》高。专家认为，目前来看本
周影片的量级及质量都高于下周，
可以说是贺岁档提前到来，截至发
稿前，今年的年度票房已经达到了
586亿元，剩下14亿元的突破可以
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海王》成为12月最强爆款

虽然上周开画的新片实力不
算强，但得益于《海王》的强力护
盘，单周大盘成功守住9亿元关
口，《海王》内地次周再收超6.5亿
元综合票房，较首周保持不跌，强
势卫冕单周票房冠军。宫崎骏动
画《龙猫》内地上映首周进账8940
余万元，空降周榜亚军，截至目前，
票房突破1亿元。印度电影《印度
合伙人》内地首周进账约3600万
元综合票房，目前累计票房5300
万元。上映10天后，由《速度与激
情7》导演温子仁执导的《海王》内
地累计票房已达13.05亿元，即将
成为今年第三部票房破2亿美元
的漫改电影。《海王》虽然开画成绩
比《复联3》和《毒液》逊色，但次周
票房却跟后两部影片相当，后劲之
强可见一斑。至于《海王》总票房
能否超越《毒液》，夺得内地影史超

英电影票房亚军的头衔，则仍存有
悬念。

年票房600亿几乎板上钉钉

今年内地上映的进口片中，
《海王》目前的成绩已经超越《碟
中谍 6》，升至年度进口票房第
五。以票房走势看，《海王》有望
在年底前超越第三、第四名的《侏
罗纪世界2》（16.9 亿元）和《头号
玩家》（13.9亿元），并刷新后者保
持的华纳兄弟影业内地最高纪
录。截至发稿前，2018年累计综
合票房达到586亿元，比去年同
期的528亿元增长超过10%，年
增票房稳稳地守住两位数线。现
今总票房距600亿元大关只剩不
到14亿元的差距。专家认为，虽
然今年12月或许因为国产阵容
较弱而较难实现同比增长，但得
益于进口片《海王》的超预期发
挥，年票房突破600亿元大关已
是板上钉钉。从事多年院线工作
的院线经理李玉霖告诉记者，《海
王》的表现已经带热了整个12月
的大盘，现在越来越多的观众都
很乐意走进影院一赏海底奇观，
可以说观影热情高涨。“如果《平
行宇宙》真能符合它的高口碑，
《天气预爆》质量较为上乘，那么
这个周末，说不定也有创造票房
小高峰的可能。”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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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
2018年“格力海岸杯”珠海市民
健身运动会第五届“元老杯”七人
制足球比赛22日下午在大镜山
社区公园足球场圆满落幕。在一
个多月时间里，24支元老足球队
近400名珠海足球前辈经过50
场绿茵大战，最终决出本年度我
市元老足球的最高荣誉。

颠峰之战由本届黑马清远足
球队挑战上届冠军宜利工程足球
队，经过60分钟激烈角逐，宜利
工程足球队技高一筹，以4:0成
功卫冕，清远足球队屈居亚军，蓝
海足球队和兴宁足球队分别获得
季军和殿军，艺邦装饰足球队和
长青飞企足球俱乐部分别获得第
五名和第六名；宜利工程足球队
球员陈粤和前山足球队球员黄影
均荣获金靴奖；自由人足球队、爱
月园足球队、电信炮队和斗门海
浪足球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本次比赛由市文化体育旅游
局、市体育总会指导，珠海香山体
育促进中心主办。赛事以“快乐

健身·幸福生活”为主题，旨在为
我市中老年业余球队提供一个锻
炼身体、结交朋友、交流技艺和展
示风采的赛事平台。

“元老杯”七人制足球比赛每
年举办一届，参赛运动员要求必
须是40岁以上中老年足球爱好
者。本次比赛，参赛球队运动员
平均年龄45岁，最大年龄57岁，
参赛球员虽然年龄较大，但在场
上却积极奔跑，技术动作和水平
丝毫不逊于年轻球员。

经过五届赛事的沉淀，“元老
杯”七人制足球比赛已成为我市业
余足球比赛的标杆赛事和市民健身
运动会七人足球项目的品牌赛事。

2018年“格力海岸杯”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

“元老杯”七人制足球比赛圆满落幕

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郭秀玉 摄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
道：昨日，记者从吉大街道办
获悉，2018 年广东民歌民乐
大赛日前在潮州文化艺术中
心大剧院落下帷幕。由我市
选送的民乐《饿马摇铃》和民
歌《爷爷唱的诗》均荣获金
奖。

据了解，此次大赛由省委
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潮州市委宣传部、潮州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广东省文化
馆承办。大赛共产生金奖 9
个，银奖14个，铜奖23个，其
中包括我市选送的民乐《饿马
摇铃》和民歌《爷爷唱的诗》。

据吉大街道办有关负责
人介绍，由市文化馆、香洲区
文化馆和吉大街道办联合选
送的弹拨乐五重奏《饿马摇
铃》，是在经典广东音乐《饿
马摇铃》的基础上进行再创
作，由扬琴、琵琶、三弦、大阮
和古筝五种乐器巧妙配合共
同演奏，乐曲交融了潮州弦
诗乐，突出了拖腔、板点的融
合特色，去掉了高胡等广东
特色乐器，加入改良筝、大三
弦等北方乐器，加上重奏的
处理手法，使之再现了粤文
化的宽容与松弛。

我市两件作品斩获
广东民歌民乐大赛金奖

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21 日
电 美职篮21日进行了10场比
赛。凭借詹姆斯22分14次助攻
12个篮板的“三双”成绩，湖人队
主场以112∶104战胜鹈鹕队，后
者遭遇三连败。伦纳德砍下37
分，帮助猛龙主场126∶110轻取
骑士，取得两连胜。

在湖人与鹈鹕的比赛中，湖
人队开局略占上风。鹈鹕在“浓
眉哥”安东尼·戴维斯的带领下逐
渐找到状态，首节双方战成34
平。次节，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半场结束，湖人69∶65领先。易
边再战，湖人一度将领先优势扩
大到10分，并以94∶88结束第三
节。末节，詹姆斯展现出球星风
采，帮助球队取胜。

除詹姆斯的“三双”外，湖人
的库兹玛得到23分，英格拉姆拿
下18分。鹈鹕的“浓眉哥”砍下

30分和20个篮板，兰德尔得到
21分，霍勒迪获得18分和10次
助攻。

在猛龙与骑士的比赛中，猛
龙以59∶52领先半场。第三节，
骑士三分球手感爆发，但猛龙依
靠伦纳德的出色发挥继续领先。
末节，猛龙内线发挥出巨大优势，
最终拿下比赛。

猛龙的安纳诺比得到21分，
西亚卡姆拿下 15分和 10个篮
板。骑士的克拉克森砍下20分，
塞克斯顿得到17分，小南斯获得
16分和12个篮板。

当日其他比赛中，黄蜂98:86
战胜活塞，篮网106∶114不敌步
行者，尼克斯107∶114负于老鹰，
公牛90∶80战胜魔术，凯尔特人
107∶120负于雄鹿，马刺124∶98
大胜森林狼，开拓者90∶120惨败
于爵士，国王102∶99险胜灰熊。

詹姆斯“三双”湖人胜鹈鹕
伦纳德37分猛龙赢骑士

12月21日，
湖人队球员英格
拉姆（右下）在比
赛中进攻受阻。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广州 12 月 22 日
电 22日凌晨，散打天下——中
国武术散打职业联赛2018赛季
总决赛在广东高明落幕。兰友
生续写“黑马”传奇，以赛季全
胜战绩首夺65公斤级年度总冠
军，李邵阳、高上海、王立祥、闫
博文和韩祥达夺得其他级别的
总冠军。

此次总决赛六个级别的参赛
选手都是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和
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的前三名。

在 65公斤级中，曾获得全
国武术散打冠军赛60公斤级冠
军的广西队兰友生，受到今年
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65公斤级
冠军、湖北队陈愿的挑战，双方
互有攻守，精彩场面层出不
穷。最终，从60公斤级晋升65
公斤级的兰友生以微弱优势取

胜，以赛季全胜的战绩夺得总
冠军。

在75公斤级比赛中，亚洲冠
军许永再次遇到老对手、河南队
的高上海。高上海是2017年全
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冠军，在本赛
季的积分循环赛上战胜过许永。
开场，许永积极进攻，但高上海凭
借身高和技术全面的优势，稳扎
稳打，击败许永夺冠。

在其他各级别的比赛中，70
公斤级的湖北队李昭阳、80公斤
级的安徽队王立祥、85公斤级的
河北队闫博文、90公斤级的山东
队韩祥达击败各自对手，夺得赛
季总冠军。

中国武术散打职业联赛自
今年落户广东高明以来已举办
四场比赛，吸引5万多人次到场
观看。

中国武术散打职业联赛总决赛落幕

兰友生获65公斤级年度总冠军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
道：12 月 21日晚，2018年中
国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
（秋季赛）在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分校拉开帷幕。本次比赛
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健美操
艺术体操分会执行，北京师范
大学珠海分校承办，将持续至
23日，来自全国高校的41支
代表队、281 名运动员尽情

“秀肌肉”，展现当代大学生
健美体态，健康生活方式。
本次大赛也是中国大学生体
育协会首次以单项独立赛事
组织出现在中国大学生体育
竞赛中。

21日晚的开幕式上，朝气
蓬勃的参赛大学生配合着音
乐，在台前尽情展示他们的肱
二头肌、背阔肌、胸肌。身穿
比基尼的女大学生一出场更
是引来粉丝尖叫。健中有美，
美中有健，优美的人体线条和
造型给人美的享受。近年来，
全民健身意识快速提升，国家
在居民健康方面给予了大量
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了全
民健康事业的发展，健美运动

也更快地被大众所接触、认知
和接纳。大学生群体朝气蓬
勃、崇尚健康生活方式，这与
健身健美的理念不谋而合，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积极参与到
健美运动中来，健美健身，雕
塑形体，磨炼意志已成为很多
大学生生活的日常和追求的
理想。

健美是一项新兴的竞技项
目。它既是体育，又是艺术——
是雕塑，是音乐，是诗歌。它是

融健、力、美于一体的生命运
动。在竞赛中，运动员要比体
形、比肌肉、比身姿、比动态，
因而在比赛中要求运动员的
穿着最大限度地表现身材和
肌肉。本届赛事参赛选手展
现出了较高的运动能力和竞
技水平，具备很强的竞技性
和观赏性。本次比赛设置体
育院系组和普通本科组，共
设男女8个比赛项目25个组
别，将决出多个奖项。

秀肌肉 亮线条
2018中国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在我市举行

2018中国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开幕。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新华社台北 12 月 22 日电
由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主办的第
39届“时报文学奖”22日在台北
揭晓，来自两岸暨澳门的作家在
三个评选栏目中皆有所斩获。

其中，今年新推出的影视小
说组的第一名由来自台湾的张
英珉凭借《雪线》获得，来自江苏
的周新天则凭借《彩蝶何处》获
第三名。新诗组第一名由来自
澳门的袁绍珊凭借《快照亭》获
得。散文组第一名则由来自台
湾的白樵凭借《当我成为静物并

且永远》获得。
周新天在得奖感言中表示，

中国古代有一幅了不起的画，分
为两段，前段《剩山图》收藏于大
陆，后段《无用师卷》收藏于台湾，
合起来是《富春山居图》，堪称无
价之宝。但是，当初画出来的时
候，它不算什么宝贝，不过是黄公
望送给师弟无用道士的礼物。

他说：“我的小说《彩蝶何处》
描写爱情，还有蝴蝶的疼痛。表
面看来，蝴蝶无用，蝴蝶的前生毛
毛虫更无用，可是千百年来，人们

喜爱蝴蝶，赞美蝴蝶，让双飞的
蝴蝶成为爱情和美好的象征。”

在当日颁奖仪式上，纸风
车剧团特别策划了“记得当年
文学奖”节目，以歌舞及短剧的
形式串起39年来的得奖作品。

第39届“时报文学奖”自
8月1日至8月31日通过网络
等途径征集作品，共收到2029
篇作品参赛，为该文学奖举办
以来收件最多的一届。其中，
共有新诗组806首、影视小说
组650篇、散文组573篇。经

过初审、复审、决审的严格评审
作业，最后决出各组得奖者与
人气票选奖。

据主办方介绍，“时报文学
奖”不但催生出许多新的写手，
更鼓励许多老作家，曾颁给黄
春明、余光中、林文月等重要作
家殊荣。

“时报文学奖”自1978年
创办，深受两岸暨港澳文学爱
好者欢迎。自第12届起，大陆
作家从未在“时报文学奖”缺
席。

第39届“时报文学奖”台北揭晓

两岸暨澳门作家皆有斩获

《海王》轻松蝉联内地
单周票房冠军。

宫崎骏动画《龙猫》海报。

国产喜剧《天气预爆》首日以30.3%的预排映占比空降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