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8月8日下午，《战狼2》已突

破35亿票房，超越《美人鱼》，刷新

中国影史票房纪录。在7日超越

《美人鱼》票房成为中国影史票房

第一名。面对这么漂亮的成绩，吴

京表示，所有纪录都是用来打破

的，未来《战狼2》的票房也会被超

越，但奇迹的创造者始终都是观

众。业内人士预计，《战狼2》总票

房有望超过40亿元，甚至更高。

破纪录速度从未这么快

回顾《战狼2》上映后的历程，

会发现它一出场就势不可当，已打

破了多项影史纪录：4小时破亿，83

小时破10亿，8天破20亿，迈入“30

亿俱乐部”仅用了11天，在迅速创

造了最快“破十亿”和连续10天票

房超两亿等中国电影纪录之后，这

部电影继续在点燃整个中国影

市。以前任国内票房总榜冠军

《美人鱼》为参照对比：《战狼2》和

《美人鱼》在上映的前8天，排片率、

上座率都不相上下，但从第9天开

始，《美人鱼》的排片率、上座率、单

日票房数据都在缓慢地下滑，《战

狼2》的数据却不降反升，票房增

长速度持续加快，并在上映第11

天就突破30亿大关。《美人鱼》的

官方微博也发出了祝贺海报：“国

富民强，鱼有荣焉”，恭喜《战狼2》

登顶中国电影票房总冠军。《战狼

2》官方微博则谦虚回应，“鱼狼共

舞，一起加油”。

《战狼3》是肯定要拍的

《战狼2》如此之火，非常多的

观众免不了开始关心续集的进

展。对此，吴京在南京接受记者采

访时也表示，战狼一二三的系列剧

本早就好了，第三部是要拍的。目

前在全国路演的他也透露，第三部

的阵容还未最终确定，但余男已基

本确定回归。他还透露，其实目前

的《战狼2》的故事应该是《战狼3》，

因为种种原因进行了调整，不过

《战狼2》带来的成绩也让他压力很

大：“不知道后面的电影该怎么

拍。这一次戳中观众喜爱的东西，

下一次就不见得能抓到。”目前的

计划是，跑完路演，他要休息一段

时间，陪陪家人孩子。

或将成国内首部50亿票房电影

一般来说，票房成绩上佳的

华语片都能密钥延期，这意味着

票房持久战开启。去年春节档的

《美人鱼》密钥延期至6月8日，足

足放映了4个月。有业内人士认

为，如果《战狼2》密钥延期，最终

冲击票房40亿或者50亿的单个

影片，也不是不可能。

据悉，目前全球影史上票房

最高的影片是2009年的奇幻电影

《阿凡达》，全球票房高达27.87亿

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忽略通货膨

胀）是187亿元。其中美国本土票

房占比27.3%，即7.6亿美元，约合

人民币52亿。如果《战狼2》密钥

延期且排片上座率不过分下滑，

仍然有可能冲击这个纪录。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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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游 天天发团
我社办理外来工赴金门团体
旅游 欢迎咨询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假日万佳店：88992289

机票 护照 签证 酒店预订
旅游 南海进香
热线88873666 88873999
富贵路11-19号
（濠江海鲜酒楼内侧）
伟达大厦总部一楼

常年招收2-6周岁幼儿
暑期及秋季热招中。聘幼师
一园：市体育场一层
88719993
二园：湖滨路160号
83116896

诚聘
成品仓主管、配货、上衣外贸
设计师、样衣工、监狱跟单
13600718592

诚聘
打版，样衣工，仓管
13808505583

布行
诚聘仓管1名 88598373

诚聘
外贸店员一名，英语流利，电
话：13505082971

贝蓓乐诚聘
童装设计3名，样衣工2名
13110707707

假日国旅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中
巴司机（B1证、上岗证、本地
户籍）、旅运部1名、保安1名
（35-50岁）、A1证大客车驾驶
员15860931990

诚聘
手工电脑排版，会计各1名
验收2名 18759933703

诚聘
服装厂面料仓管，成品仓管、
收货员各一名15917760776

白蚁
朝明白蚁公司，专业防治

灭根88792556

居缘阁婚介 88571686

兹有石狮市盛宝贸易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福建石狮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部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978000662403，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石狮市宏达物流快
运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
输证，号码：350581012598，车
牌号：闽C87075，特此声明作
废。

培训

大风车幼儿园

家政服务

人才市场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遗失声明

婚介服务

服装厂诚招
招质检、平车工、外
派武汉男女各两名
（本地户口优先）。
18016620222

旅游

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分类广告 服务热线：88795808（上门服务预约）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分类广告客户可通过电话、
传真等发送广告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时间、次数及费用后，客户
可通过网银或附近银行网点汇款至本账号，确认到款后即可安排刊登。

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汇款账号：158300101400012273石狮日报社 兴业银行石狮支行

版块类:规格为
4.2cm�3cm每次100元
8.5cm�3cm每次200元

文字类:
标题每字4元
五次以内每字1.5元
五次以上每字1.2元
十次以上每字1元
套红另加收25%;指定位置另加收20%;所有的分类广告标
题两字起刊登,内容中的标点符号不能省略;固定电话算四
个字,手机算六个字。注:所有广告需刊前付款。

连续刊登3次送1次;刊登5
次送2次;刊登10次送5次;
刊登20次送10次。

欢迎石狮各房产中介公司前来洽谈合作事宜石狮日报�房产超市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房产超市客户可通过电话、
传真等发送广告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日期、次数及费用后，客户
可通过网银或附近银行网点汇款至本账号，确认到款后即可安排刊登。
（客户需将公司和个人有效证件传真至本报）。服务热线：88795808
汇款账号：158300101400012273 石狮日报社 兴业银行石狮支行

●每方块面积:2.5cm�2cm;
●客户需带本人或单位有效证件

办理刊登事宜,广告需刊前付款。

●标准价格：

10次以下，50元/每方块；

10次以上，45元/每方块；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

套红加收25%；

指定位置加收20%

商铺招租
石狮水仙巷商住一
体店面及征达广场
三联店面招租，交通
便利，租金面议。
吴女士13960293279

店面、房间出租
15路车港塘村
站，金相路头香江
路边，4间小店
面 、2-3楼 7间
房。88800700

出售
大北环8间1-2层店
面出售 5000元/m2。
明珠湾花园大门4间
店面。平价证齐即回
收 13905088199

招 租
宝岛路金紫荆大厦
（石狮市旅港同乡总
会大厦）一楼店面二
楼840m2三楼443m2，
可分租18250288902
15805092777

综合 旺铺
急 售

金相路急售栋楼
两间800平方米精
装修260万。蔡先
生：13905072126

幢楼出售
香江酒店后面3
间店铺（1-6楼）
双证齐全，非诚
勿扰
15860931539

本报武夷山讯 8月9日，

2017年港澳台青少年“中国寻

根之旅”夏令营福建石狮营暨

第二届港澳台石狮青少年夏令

营进入第三天，44名港澳台青

少年与石狮日报小记者结伴开

启武夷山之旅，领略福建大好

风光。

当天上午，第二届港澳台

石狮市青少年夏令营与“亲情

结对”石狮日报小记者夏令营

的营员们正式踏上武夷山的

旅途，44名港澳台青少年与

10名石狮日报小记者们在经

过一上午的奔波后，抵达武夷

山风景区，于下午浏览茶洞、

云窝、水月亭、朱熹精舍等景

点后，奋勇向天游峰发起冲

刺，并最终登顶海拔408.8米

的“武夷第一胜境”天游峰，凭

栏眺望，九曲溪美景尽收眼

底，“值了！”登顶的小伙伴们

如是说。通过一天的旅程，闽

港澳台青少年们开始有了初

步接触，结伴同行让不少同龄

人有了共同语言，在经过一番

交流和互动后，闽港澳台青少

年的异地朋友，从这一天就多

了起来。

今天，第二届港澳台石狮

市青少年夏令营暨“亲情结对”

石狮日报小记者夏令营的小伙

伴们将开展游历一线天景区及

九曲溪竹筏漂流等活动，共览

武夷山胜景。

（记者 邱育钦 陈嫣然 通

讯员 郭善慧）

港澳台青少年与石狮日报小记者

同游武夷山
登顶天游峰

“国际军事比赛－2017”“修理营”军事体育接力赛

中国队以绝对优势包揽全部金牌
体育看台

当地时间8日下午，在俄罗斯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7”“修

理营”项目的中国队以绝对优势

包揽军事体育接力赛团体、个人

项目全部金牌。

当天上午9时左右，中国、俄

罗斯和哈萨克斯坦3国4支参赛

队的官兵抵达比赛地俄中部鄂木

斯克汽车坦克装甲工程学院训练

场。

根据比赛规则要求，各参赛

队全体成员必须全部参赛，包括

领队1名以及技术保养车组、轮式

修理后送车组、装甲修理后送车

组的总共9名队员。赛事按比赛

流程区域分为体能赛区、战术赛

区和技术赛区。按照赛前抽签顺

序，首先登场的第一组对手是中

国陆军参赛队和俄罗斯学院参赛

队，哈萨克斯坦参赛队与俄罗斯

部队参赛队编为第二组比赛。

12时，比赛正式开始。中方

第一名参赛队员嘎玛率先跑完

200米，第一个到达综合体育场。

尔后他迅速完成深蹲、俯卧撑、跳

跃等多组“波比运动”后与本方队

员接力。第二个参赛的杨海军身

轻如燕、闪转腾挪，迅速穿越500

米长的“国际障碍场”中设置的绳

梯、高低平衡杠、跨网等20个障

碍。第三个登场的是中国队的领

队付向海，虽然已经36岁，但仍像

其他队员一样勇猛，以自己最快

速度完成了1500米武装越野。

进入战术赛区后，参赛的中

方技术保养车、轮式修理后送车

和装甲修理后送车在付向海的准

确指挥下，迅速编队行军到达本

次比赛难度最大的1700米战术障

碍场。这段比赛由每个参赛队的

两名队员负重完成，代表中方出

场的队员胡仁发、李涛沉着应战，

在负重近14公斤的情况下，以远

少于其他参赛队的时间完成了通

过掩体、交通壕、低桩铁丝网等16

个障碍。此时，中国队领先俄学

院参赛队的距离已达700米。

转入技术赛区后，9名中方队

员和领队齐心协力、密切配合，精

确完成了坦克拖救后送和脱钩等

4个项目。最终，中国队以42分

43秒的优异成绩，领先第二名俄

部队参赛队近3分钟，以绝对优势

夺得军事体育接力赛团体第一并

荣获金牌。这一比赛共设有“波

比运动”和“国际障碍赛”两个单

项冠军，中方队员嘎玛获得“波比

运动”单项冠军，杨海军夺得500

米国际障碍赛单项金牌。

“军事体育接力赛项目考核的

是人员装备按要求结合。与本届

国际军事比赛的其他课目相比，这

一课目的综合程度最高，观赏性、

对抗性极强，”中方参赛队副领队

李玉强中校介绍说，“中方全体队

员在履带装备功率比俄哈2国3队

小的情况下，不怕困难、奋力拼搏，

出色完成了比赛任务。中方将再

接再厉，争取在最后一个阶段的

‘混合接力赛’中取得好成绩。”

今年是中方第二次参加“修

理营”项目比赛，该赛事主要分为

军事体育接力赛、混合接力赛、火

力准备赛和单车赛4个课目，参赛

队员要按照战时要求完成作战修

理技能、体能、射击和驾驶等内容

的比赛。这是中国赴俄参加的国

际军事比赛项目中难度险度最

大、装备使用最多、规则变化最多

的一项赛事。 （新华）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新华社伦敦8月8日电 2017年田径世锦赛8

日继续在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进行。中国选手

李玲蔚、吕会会在女子标枪比赛中分别收获银牌

和铜牌。

12人参加的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占据

三席。资格赛中排在最后一名晋级决赛的李玲

蔚最先找到状态，她在第三轮中掷出66米25，在

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1米14的同时，一

举将排名提升到第二位。

最终两位中国选手包揽了银牌和铜牌，冠军

归属36岁的捷克老将斯波塔科娃，她以66米76

的成绩获得个人第二枚世锦赛金牌。

另一名中国选手刘诗颖以62米84的成绩排

名第八。

中国选手包揽世锦赛
女子标枪二三名

新华社伦敦8月8日电 8日进行的2017年伦

敦田径世锦赛上，中国选手薛长锐以5米82的成

绩将自己保持的男子撑杆跳高全国纪录提升了1

厘米，同时第四名的成绩也是中国选手在该项目

上的世锦赛历史最佳战绩。

男子撑杆跳高5米81的原全国纪录是26岁

的薛长锐2016年1月在法国奥尔良进行的一场

室内比赛中创造的。按照国际田联规定，室内比

赛成绩也可以看做室外纪录。

薛长锐在当日比赛中状态神勇，在5米50、5

米65、5米75三个高度上全部一次成功跳过。横

杆升到5米82，薛长锐助跑、起跳、过杆一气呵成，

第一次试跳就成功刷新全国纪录。

随后比赛中薛长锐在5米89的高度三跳全

部失败，最终在比赛中名列第四。

薛长锐刷新男子撑杆跳高
全国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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