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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悚大片《京城81号》定档7月18日
“头七还魂夜”初现端倪

本报讯 6 月 4 日， 由叶伟民执
导，吴镇宇、林心如主演的 3D 东方惊
悚悬疑大片《京城 81 号》宣布定档 7
月 18日全国公映。当天，片方还曝光了
“前世今生”版主海报，正式拉开霍家
大宅“头七还魂夜”的序幕。

据介绍，作为国民女神，林心如的
荧屏形象一直以温婉女性角色为主，
《还珠格格》 中才华横溢的夏紫薇，
《美人心计》 中心计过人的窦漪房，
《精忠岳飞》中聪慧贤良的李孝娥，每
个角色都塑造得极其成功且极富个
人魅力。 此次在《京城 81 号》中，林
心如却首次受“虐待”，变成片中的
“冥婚”新娘。

在片中，林心如饰演的青楼名妓陆
蝶玉本与霍家三少霍连齐 （杨祐宁饰）
两情相悦，谁料后来被骗嫁入霍家，新郎
是已经过世的霍家二少爷霍连平 （李菁
饰）。 陆蝶玉不仅被强迫与公鸡拜堂冥
婚， 而且还要与霍连平的尸体圆房。 冥
婚、与公鸡拜堂、与尸体圆房，场面相当

惊悚，更拉开了“头七还魂夜”的序幕。
据悉，《京城 81 号》一直主打东方

惊悚类型，除冥婚重头戏外，大量东方
古老民间元素的运用，也使得该片从题

材上就与同类型影片区分开来，极有可
能裹着东方元素的凄美外衣，摘下华语
电影首部“亿元级惊悚大片”桂冠，开
创惊悚类型片的叙事新模式。 （钟新）

《爸爸回来了》今晚播出
本报讯 6月 5日晚 10 时，浙江卫视明星亲

子真人秀《爸爸回来了》将播出第 7期。
本期节目中， 老板老爸王中磊主动提出践行

“吃苦教育”理念，带领威廉弟弟到云南山区体验
生活；男神吴尊与女儿 Neinei台北之行迎来陈建
州和艺人唐志中加盟， 三位篮球发烧友再次相聚
篮球馆，小公主 Neinei主动为大汗淋漓的爸爸送
水的画面尽显贴心；“神经奶爸”贾乃亮带着女儿
小甜心回到了家乡哈尔滨， 与爸爸一同在索菲亚
教堂前的广场上喂鸽子期间， 小甜心再露淡定本
色，搞笑语句不断；“萌神”奥莉在小鹏爸爸的带
领下来到了位于长沙的爷爷奶奶家中，第一次操
作扫地机器的奥莉兴奋不已， 几次三番与其展开
“大战”，萌化了一旁的爷爷奶奶……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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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7 日至 9 日，全国各
地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往年高考
期间，虽然全国各地越来越重视，举措
不断创新，但甚少看见影视明星关注高
考的举动。 今年不同，明星也开始关注
高考了。 6 月 4 日，著名女演员刘涛率
先对 2014 年度的高考表示关心，她甚
至在横店高调倡导全国各地观众高考
期间静音 72小时。

据介绍，从 6 月 5 日起，安徽卫视
《海豚第一剧场》将播出新电视剧《幸
福从天而降》， 该剧就由刘涛主演，男
主演是涂松岩，导演是安建。 由于 6 月
7 日起全国就将进入高考时间， 因此，
刘涛获悉自己主演的这部电视剧将要

播出的消息后，率先在横店号召全国各
地观众收看《幸福从天而降》时尽量调
低电视音量———静音 72 小时， 即 6 月
7 日至 9 日三天高考期间支持这项公
益行动，总计 72小时。

随后， 安徽卫视也表示完全支持
刘涛此次公益行动的倡议， 并决定立
即举行“静音 72 小时———安徽卫视爱
心高考公益活动”：由于刘涛正在横店
拍戏无暇抽身，因此，安徽卫视将派出
在电视剧《幸福从天而降》中扮演刘
涛“女儿”和“妹妹”的童星崔若涵和
青年演员马梓涵， 于 6 月 5 日进入北
京部分观众的家里，为正在收看《幸福
从天而降》 的观众们送上安徽卫视精

心准备的幸福大礼， 并提议观众们静
音 72 小时。

据悉，此次亲临北京观众家里送大
礼的两位演员崔若涵和马梓涵， 均在
《幸福从天而降》一剧中与女主演刘涛
有大量对手戏。她们在前往北京观众家
里送礼的同时，也将代表该剧女主演刘
涛，向电视观众发出倡议———请在高考
期间静音 72小时。

据了解，《幸福从天而降》 一剧讲
述了离婚族、闪婚族和不婚族等各种不
同人群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婚恋形态。导
演安建表示，这部剧的主题就是要让观
众相信爱情，相信婚姻，因为不信爱就
不会有爱。 （钟新）

张秀强书法《八项规定》出版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卫小

林）由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职
副主任张秀强创作的书法作品 《敬录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简称 《八项
规定》），日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以《张
秀强书法作品赏析》为书名出版发行。

该书出版前言介绍，中央《八项
规定》出台后，张秀强倾情创作了这
件巨幅书法作品， 该作品原稿长 5.6
米，宽 0.69 米，全文书写了中央《八项

规定》的内容。
细细品味张秀强这幅书法作品，不

仅能让人享受书法的清雅之气，还能让
读者感受到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
既愉悦身心，又陶冶情操。 另一个重要
意义还在于，该书的出版，能让读者在
欣赏张秀强书法艺术的同时，还可以领
会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使转变工
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深入人
心，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提供了一个新的学习选择。

“海南正能量”
微电影剧本征集结束
将择优选出 10部优秀剧本拍成微电影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罗孝平）由南海网
主办、海南微时代文化传媒策划推广，以“海南正能
量” 为主题的系列微电影剧本征集活动日前结束，
共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430多部剧本，这些剧本
最终将由专业编导甄选出 10部拍成微电影。

据介绍，“海南正能量”系列微电影剧本全部
取材于海南近年来涌现的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代
表，由真实故事进行改编创作，投稿作者来自全国
各地，有大学生、专业编剧、作家等。 其中，海南大
学戏剧影视班的同学集体创作了 10多部剧本。

据悉，目前主办方正组织专家、专业编剧和导
演对剧本进行评选， 将择优选出 10 部剧本拍成
微电影。 评选结果将在南海网进行公布。

明星也开始关注全国高考了

刘涛倡导静音 小时

新“麦兜”定档国庆节
本报讯 时隔两年多，动画系列电影“麦兜”

终于又有了新动作。 6 月 4 日，动画片《麦兜·我
和我妈妈》曝光首款海报和一组剧照，宣布该片
定档“十一”国庆节期间全国公映。

据介绍， 自 2001年首部动画电影 《麦兜故
事》上映后，10 多年来，“麦兜”这只可爱的动画
猪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国民萌物。“麦兜”虽然
呆呆的老是反应慢半拍， 却有着朴实的人性闪光
点，“麦兜”系列也凭借其饱含童真的治愈系故事，
感动了无数普通观众，拥有治愈人心的强大力量。

最新的《麦兜·我和我妈妈》是谢立文、麦家碧
夫妇耗时两年的心血之作，有关“马尔代夫”、“鱼
丸粗面”的那些情绪和感动都将一一回来。 （欣欣）

张秀强书法作品《八项规定》局部 本报记者 王凯 翻拍

林心如（左）在《京城 81号》中与公鸡拜堂成亲

刘涛倡导高考期间
静音 72小时

小德晋级法网四强
6月 3日晚， 在法网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2

号种子德约科维奇以 3：0 战胜拉奥尼奇，晋级四
强。 图为小德在比赛中发球。 新华社发

世界杯前奏
距世界杯开幕还有 8天

2014年 6月 5日 星期四B08 值班主任： 满国徽 主编： 林永成 美编： 张昕综合体育新闻

“灭火”英雄遍全美
■ 阿成

热火和马刺连续第二年会师 NBA
总决赛， 进一步证明了他们是当今 NBA
最好的两支球队。 总决赛将于北京时间 6
月 6日开战，美国各大媒体循例对总冠军
归属进行民意调查。 调查结果有点意思，
有“三巨头”压阵且拥有当今 NBA 第一人
詹姆斯的卫冕冠军热火竟然遭受冷落，美
国球迷一边倒支持马刺。

三年前热火“三巨头”组队时，他们
的高调引来全美球迷的反感，除了热火
所在的佛罗里达州， 其他全美 49 个州

的多数球迷，旗帜鲜明地支持热火的对
手小牛。 三年过去了，虽然热火此次刻
意低调，但全美球迷再次站到热火的对
立面。 统计结果显示，有 49 个州支持马
刺的球迷超过 5 成，热火仅“占领”了他
们的大本营佛罗里达州。 这一幕，与三
年前如出一辙。

本赛季，有多支球队喊出了“灭火”
的口号，个个争当“灭火”英雄。 看来，有
“灭火”情结的不只是热火的对手，遍布
全美的球迷也加入其中。按理说，美国是
一个崇尚个人英雄的国家， 而拥有超级
巨星的热火竟受冷落，是什么原因？他们

哪里做错了？ 窃以为，大概有以下原因。
其一，还是对“三巨头”组队方式的

反感。 虽然詹姆斯等个人能力超群，是
拥有众多拥趸的超级巨星，但巨星组合
成超豪华的“三巨头”，却有以大欺小恃
强凌弱的意思，反而违背了美国人推崇
的个人英雄主义。 说得大一点，这个民
意调查，说明美国人也有“锄强扶弱”的
侠义情怀，展示了他们维护公平竞争的
精神和正义感。

其二，詹姆斯看来还不足够伟大。如
果马刺的对手换作是乔丹领衔的公牛，
估计民调是另外一种结果， 因为篮球之

神乔丹拥有超越地域、种族的感召力。詹
姆斯则不然，就算他夺再多的冠军、能全
面超越乔丹的个人数据（当然，他还差得
远），在人们的心目中恐怕也难以达到乔
丹的高度。 当詹姆斯当初抛弃骑士转投
热火“抱大腿”时，就注定有这个结果。

当然， 没必要非得在体育竞赛中
扯上国民精神。在这次民意调查中，有
一个“哪支球队会夺冠”的“纯技术性”
投票，结果显示投马刺的更多。 看来，
懂球的美国人更
认可马刺的团队
篮球。 不过，话说
回来 ， 这个理智
的 “技术性 ”投票
也未必不带感情
因素。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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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举办第六届
小学幼儿园国象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口市第六届小学幼儿园
国际象棋联赛近日在海口市农垦第一小学结束，来
自海口 32所小学幼儿园代表队的 400多人参赛。

本次比赛是海口市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举
办的第六次大型国际象棋公益活动。 获得小学一、
二、三、四、五年级男子组冠军的分别是：王程锦、曾
逸轩、梁定一、王丛笑和左宗钰；获得一、二、三至五
年级女子组冠军的分别是：蔡紫轩、曾晓谦和李玉
欣。 幼儿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分别是：朱奕涛和罗
钏文。 海口市农垦第二小学获得小学团体一等奖。

帕克亲口证实
总决赛首战复出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3 日电 圣安
东尼奥马刺队核心控卫帕克 3 日亲口
证实， 他将会在 NBA 总决赛第一场对
阵迈阿密热火队的比赛中复出。

“可能我并没有恢复 100％的健康，
但是我会在总决赛首战上场。这是我第五
次打进总决赛了， 能够继续追逐梦想，这
种感觉非常棒，”帕克说，“我会继续接受
治疗，受伤对于我来说真的很艰难。 ”

在西区决赛第六场，帕克脚踝受伤缺席
下半场比赛。帕克表示：“两支表现最出色的
球队将会在总决赛中相遇。我会尽可能打出
自己最好的状态带领球队来获得胜利。 ”

巴西队热身大胜巴拿马
据新华社巴西戈亚尼亚 6 月 3 日

电 （记者赵焱）巴西国家男足 3 日在
中部城市戈亚尼亚与巴拿马队进行了
世界杯赛前的一场热身赛，最终在主场
以 4:0大胜对手。

比赛开始后巴西队踢得有些拘谨，
场上队长大卫·路易斯在第 11 分钟就
两次犯规，并吃到一张黄牌，其他球员
失误也比较多，显然世界杯即将来临的
气氛让所有人都有些紧张。 直到第 26
分钟，内马尔在禁区外被对方放倒赢得
任意球，他本人操刀主罚，球直接入网。

得分后的巴西逐渐放开， 战至第

39 分钟， 阿尔维斯禁区外直接抽射破
门。 下半场刚刚开始仅 45 秒，前锋浩
克为主队再下一城。 三球在手的巴西
队此后踢得更加轻松，斯科拉里将包括
场上队长大卫·路易斯在内的多名球员
换下，测试阵容。 下半场第 27分钟，威
廉为巴西射入第四球。

主教练斯科拉里赛后表示， 比赛完
全达到了他最初的练兵目的， 同时向人
们展示了巴西队已经准备好迎接世界杯
的信心。 但斯科拉里也认为队伍还有需
要调整的地方，特别是边锋的助攻不够，
中场奥斯卡还需给予内马尔更多支援。

葡萄牙官方宣布
头号球星 C罗受伤

本报讯 葡萄牙当地时间本周二，
葡萄牙足协发布伤病通告， 披露 C 罗
左腿髌骨肌腱存在炎症。 这是 5 月 29
日葡萄牙国家队开始集训以来， 葡萄
牙足协首次承认头号球星 C 罗有伤在
身。 据西班牙《马卡报》的消息，因为
带伤参加欧冠决赛， 导致了 C 罗的伤
势加重。

在赛季最后阶段， 皇马并未对外透
露 C 罗身上有什么样的伤病，但显而易
见的是，C罗的腿部有伤，为此还错过了
几场比赛。

葡萄牙国家队的队医们近日透露，
C罗腿部感到疼痛，他的肌肉有伤病，但
队友并没有提到皇马巨星的髌骨肌腱存

在问题。
皇马俱乐部也为 C 罗的身体状况

担忧，因为在证实 C 罗髌骨肌腱有炎症
后，如果他在世界杯上强行复出，那他会
冒着伤病加重的危险。 不过目前看来情
况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周二，C 罗第一
次出现在训练场草坪上参加训练， 他在
康复师的陪伴下进行了特别训练， 另外
还进行了有球训练。

最近半年，C 罗左腿髌骨肌腱时好
时坏，这影响了他在场上的效率。事实上
C罗这是旧伤复发， 因为上上赛季他的
左腿髌骨肌腱就出现过问题。 髌骨的肌
腱对球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关
系到膝部的伸展， 无论是传球还是射门
都离不开这一肌肉组织的作用， 髌骨肌
腱的伤病是球员遭遇的最糟糕的伤病之
一，“外星人”罗纳尔多在国际米兰踢球
时，就曾受这一伤病的困扰。 (塞吉)

邗 带伤的 C罗目前只能进行慢跑
恢复训练。 小新发

大巴黎天价求购阿扎尔
全部花费将达 1.2亿英镑

本报讯 据《太阳报》最新报道，法甲豪门巴黎
圣日耳曼将向切尔西开出 6000万英镑的报价，以
求将该队 23岁的比利时球员阿扎尔带到队中。

如果这份提案得到蓝军的首肯， 他们将向阿
扎尔提供一份为期 5 年， 周薪达 15 万英镑的长
约。倘若阿扎尔完整地履行这份合同，他将从大巴
黎收获 3900 万英镑的薪水，也就是说，法甲豪门
已经为拿下阿扎尔备好了近 1 亿英镑的高额资
金。然而，另据《每日邮报》报道，大巴黎对比利时
人的开价是 6100 万英镑， 而提供给他的周薪则
大大高于 15 万的数字， 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
23万磅。 如果按照这份合约，巴黎在阿扎尔身上
的全部花费将达到 1.2亿英镑左右。 （小文）内马尔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