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8日讯 今日，宁浩监
制，申奥导演，大鹏、柳岩、张子贤主
演的电影《受益人》正式上映。

电影《受益人》 讲述的是吴海
（大鹏饰）在好友钟振江（张子贤饰）
的唆使下，和网络女主播岳淼淼（柳
岩饰）结婚企图骗取保险金，却不自
觉地动了真情， 导致行骗计划充满
反转与意外的故事。

吴海、 岳淼淼二人夹在生活与
爱情两难命题中的小心翼翼， 这场
婚姻骗局所揭露的情感中的谎言和
真心，直击观众的泪点和内心。

上映当天，影片发布“谢谢你爱
过我”口碑特辑，银幕上的动人故事
勾起观众心底里的难忘记忆， 观众
们纷纷真情流露、潸然泪下，借观影
之机对擦身而过的曾经恋人送去祝
福与歉意。 ■记者 袁欣

本报11月8日讯 《熊出没》又
来了！“熊出没”系列第七部电影《熊
出没·狂野大陆》今日宣布定档2020
年大年初一，再战春节档！

与之前的《熊出没》不同，此次
《熊出没·狂野大陆》创造了一个全新
的世界，对场景设定、角色设计、故事
讲述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其中科技
感、科幻元素成为本部最大亮点。

影片讲述改行做上导游的光头
强，为了赢取百万奖金，与熊大熊二
再度携手， 一同踏上狂野大陆的科
幻“变身”之旅。在旅途中，人变成了
各种各样的动物。 正因为加入了大
量变身动物角色， 也对制作提出了
更高要求。 方特动漫研发特有角色
绑定系统，让变身的“人与动物”完
美结合， 呈现一个极其逼真又生动
有趣的变身状态。 ■记者 袁欣

挑战完成后，余果接
受了三湘都市报记者的
采访。

“24小时骑行700公里
确实是我的极限了， 过程
太虐、 太危险， 而且伤身
体。”余果告诉三湘都市报
记者， 他以后不会再进行
此类挑战。

而对于想进行此类挑
战的骑友， 余果则提出了
中肯的建议，“一定要量力
而行，选择好路线。我这次
为了最远纪录， 选择起伏
小，视线好的路，也借鉴了
国内前辈们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
和余果一起骑行的骑友当
中，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的
陈建军医生于4日凌晨3时
16分完成了他个人的日行
500公里挑战。“我跟不上余
果的速度，只能在他后面一
个人骑。”陈建军笑着说，考
虑到长途骑行的危险性，他
在三年前就已经没有再进
行过长距离骑行拉练，“只
玩下铁人三项。”

“一直想要完成日行
千里的挑战， 这次乘兴而
为，之前还以为完成不了。
家里有两个小朋友， 考虑
到家人，我还是要注意点，
骑完500公里， 我就打住
了， 赶紧在补给点睡了一
觉。”陈建军说，以前他的
网名叫“蛮子”，后来改成
了“大铁人三项蛮子”，而
为了纪念本次挑战， 他又
在名字中间加了三个字，
变成了“大铁人三项千里
马蛮子”。

揣条能量胶在口袋，听歌、背诗解困 骑友：他是这项挑战“湖南第一人”

一日骑行700公里，余果不假设“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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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日深秋的清晨，有
阳光、微风，气温也在骑行
的可接受范围内，余果和陪
骑的“战友”们相互“破风”
前行。

三湘都市报记者跟着
走了一圈，路上的渣土车不
断超越过去，掉下来的小石
子砸到曹哥的车上“噼啪”
响了一声。

余果骑行到63.7公里
处时， 他的车爆了一次胎，
这让他的单圈匀速立马从
每小时37公里左右降到了
每小时20.3公里。

在这样的路况下，陪骑
的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余
果不知不觉从白天骑到了黑
夜，又在黑夜中迎来了朝阳。

4日7时50分，记者再次
来到补给点，余果已经完成
了挑战，和他庆祝的只有几
位陪骑和后勤，大家正听余
果分享夜晚骑行状况。

即使满脸被带着尘土
的风吹成了灰黑色，也盖不
住他此时的兴奋，“夜幕降
临，视野变差，气温下降，最
低温只有9℃， 我的体感温
度更低，于是加了件稍微保
暖的骑行衫。”

当夜晚的低温、疲倦袭
来， 听歌、 背诗成为解困良
方。“其实在350公里后，我感
觉自己反应迟钝了， 像是产
生了幻觉，身体不受控制，比
如队伍速度变化了， 我反应
总是比其他人慢。”余果吸了
下鼻子说，“低温下骑了一整
夜，有点感冒了。”

24条能量胶 、23根香
蕉、2瓶运动饮料……余果
数了数自己“狼吞虎咽”完的
补给食物， 从骑行服口袋里
掏出第25支， 也是最后一支
能量胶。“出发前， 我在口袋
里揣了支能量胶， 一直留着
它没吃，给自己加油打气。”

“每圈16.8公里，准确来说，我的完赛
路程应该是705.6公里”。11月3日上午8
时至4日上午7时44分， 湖南工业贸易
学校的体育教师余果在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附近的一条公路上绕圈骑行，完
成了骑行700公里的挑战， 成为了
骑行爱好者口中的“24小时不间断
骑行700公里湖南第一人”。网名
叫“如果”的余果，日行700公里
不再是假设的“如果”。（扫报眉
右上角二维码看视频）

11月8日，余果表示，他
会把经历整理后分享给业
余骑友。 ■记者 叶竹

陪同骑友中，有人
完成500公里挑战“去年我们组织了环洞

庭湖骑行600公里， 几个骑
友这一次准备相约再环洞
庭湖挑战700公里， 不过大
家时间都凑不齐，而且考虑
到各自的骑行状态，到最后
就只剩我一个人挑战了。”
余果说。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附
近的金阳大道，余果和他的
骑友们支起了三顶遮阳帐
篷，垒起几箱矿泉水、牛奶
和可乐等物资，作为他此次
挑战的补给点。此次陪余果
挑战的骑友加后勤人员，有
20余人。

3日早上，太阳升起，秋
高气爽。记者7时40分抵达，
观察发现，1分钟约通行10

余辆车， 其中不乏泥罐车、
渣土车等大型车，让人不禁
担忧骑行的安全问题。

“我们已经在这里骑过
很多遍了，熟悉路况，而且
只在右边的非机动车道上
骑，没太大问题。”当日8时
整， 余果和其他6位陪骑人
员在倒计时中出发，湖南
梨轻快俱乐部负责人曹哥
向三湘都市报记者介绍。

“据我了解， 在余果这
次挑战前，国内有两位骑行
爱好者日行700公里挑战成
功，但是湖南骑行圈还没有
人完成过。” 湖南骑行俱乐
部负责人“干锅”仔细核实
后表示，“余老师是湖南的
第一人。”

700公里的挑战约定，变成一人成行

揣条能量胶在口袋，听歌、背诗成解困良方

电影《受益人》上映

《熊出没·狂野大陆》定档

浙江卫视推出夜景追跑竞技秀
来，《追我吧》

去省博感受“千年遗墨”

本报11月8日讯 “夜景追
跑竞技秀”是什么意思？看看今
晚播出的浙江卫视《追我吧》就
知道了。有别于以往竞技挑战模
式，《追我吧》把大型装置落地在
城市CBD中，在“你追我逃”的竞
赛中突破体能极限。

在巨型甲虫、 蜂巢虫洞、平
衡滚筒等酷炫的变量障碍中，陈
伟霆、范丞丞、黄景瑜、华少、宋
祖儿、萧敬腾、钟楚曦等追我家
族， 将与素人追逐团组成联盟，
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追逐博弈。

第一期节目便火药味十足。
“双A”组合陈伟霆和黄景瑜上演
你追我逃的“猫鼠游戏”、范丞丞
与宋祖儿的体能博弈更是引得
全场惊叫连连。更加令人紧张的
是，“追我家族”与追逐团在最终
环节挑战70米爬楼和高空速降，
陈伟霆、黄景瑜都面临了一次艰
难挑战。 ■记者 袁欣

本报11月8日讯 11月10日-11月
30日， 千年遗墨———中国历代简帛书
法展将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

简帛承载着漫长而悠远的历史，
也凝聚着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书手真
实的书写轨迹。 简帛横跨战国至魏晋
近千年。而在这之前，由于无缘见到书
写在简帛上的墨迹， 历代习书者已习
惯了使用金石拓片作为魏晋以前书法
范本的替代品。

为推进对简帛书法的认识，省博特

举办“千年遗墨———中国历代简帛书法
展”，从甘肃、湖北、湖南等地精心挑选
了字迹清晰、风格鲜明、形式多样的简
帛实物共380件，以时间为线索，系统
展示楚、秦、西汉、东汉、魏晋时期的简
帛书法，以期勾勒出中国历代简帛书法
的艺术特点及发展历程。

此次简帛书法展，旨在尽可能还原
简帛书法本身的多样性、丰富性，开启
中国书法艺术新的思考。

■记者 吴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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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上午，余
果在长沙金阳大道上挑
战日行700公里。

记者 叶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