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圣王羲之》在京开拍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者白瀛）由王

仁君、梁冠华、赵文瑄、斯琴高娃、韩国演员金泰熙
等出演的 40 集电视剧《书圣王羲之》日前在京
举行开机发布会。

据介绍，该剧将展示王羲之传奇的一生，展示
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 展现千百年来一直为世人
广泛称颂的魏晋风度以及那个时代艺术家“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历程。

该剧幕后班底大多由当代书画家构成， 书法
家张智重为出品人， 书法家沈鹏为本剧题写片名
并任艺术总指导， 书画家周祥林担任本剧导演兼
编剧，而副导演丁建飞、美术王晓春也为青年画家。

张智重说， 该剧把青少年的书法学习与人格
锤炼融为一体， 相信会为中国书法这门传统文化
的普及与推广起到重要的作用。

《爸爸去哪儿》第二季20日开播
8处精选地 50个新任务

本报讯 去年 10 月在湖南卫视播
出的《爸爸去哪儿》第一季引发收视狂
潮， 历时半年，《爸爸去哪儿》（简称
《爸爸 2》） 第二季将于 6 月 20 日晚
10时首播。工作人员透露，《爸爸 2》将
进行全面升级，这一季将会去 8 个比第
一季更有特色、各有挑战的迷人地方，5
对父子将面对总共加起来的新颖任务
会超过 50个。

据介绍，《爸爸 2》 总共 16 期，将
从 6 月 20 日一直播出到 10 月。 由于
第三季度是各大卫视综艺节目争抢收
视率的关键时刻，因此《爸爸 2》调整
到了暑期档开播， 尤其是 6 月至 10 月
正值学生暑假期间，看《爸爸 2》，可当
作是一次暑期旅行。

据了解，《爸爸 2》 日前已经到重
庆武隆展开了第一次外景拍摄。武隆不

仅是张艺谋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
外景地， 更是暑期重磅大片 《变形金
刚》的拍摄地。 相较于第一季的首站灵
水村，武隆以精耕农村生活搭配独特天
坑地貌，本身会更具自然独特性和不一
样的形式感。 对于来自北京、香港甚至

海外的萌娃们，这次出行一定能给他们
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和冲击。

《爸爸 2》参与嘉宾包括香港演员
吴镇宇父子，内地演员黄磊父女、陆毅
父女，歌手曹格和一对儿女，以及体操
运动员杨威父子参加节目录制。 （欣欣）

■■■■■ ■■■■■ ■■■■■

《闺蜜》定档7月31日
本报讯 6月 5 日，由香港知名女

导演黄真真执导的爱情片《闺蜜》片方
在北京宣布， 该片定档 7月 31日全国
公映。 当天，片方曝光一组“风雨同行”
主题海报，披露了三位女主角或撑伞或
共披一件雨衣风雨中微笑前行的内容。

据介绍，《闺蜜》由陈意涵、薛凯
琪、杨子姗、余文乐、钟汉良、吴建豪等
众多一线明星联袂主演， 是一部关于
爱情、友情的青春题材电影。 作为《闺
蜜》近期发布的第二组主题海报，5 日
曝光的“风雨同行”主题海报，与之前
较为甜蜜、温馨的风格不同，冷色调画
面上，三个女生如出水芙蓉一般，笑脸
穿越风雨的阻挡。

据悉，这组海报的创意来自影片导
演黄真真，她表示，人生路上不可能都
是晴天，但有了闺蜜，即便遇到风雨，大
家也能一同以笑面对。 《闺蜜》中的三
个女孩从小相识，在同一学校学不同专
业，又一起毕业见证了彼此生命中的重

要时刻。“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中有闺蜜
相伴同行，共渡困难，一起成长，那就是
最大的美事。 ”黄真真说，这也是她执
导这部电影所要表达的意义。 （钟新）

《喜乐街》今晚央视开播
本报讯 由央视全新打造的中国首档“即兴

喜剧”节目《喜乐街》，将于 6 月 6 日晚 10 时 38
分在央视一套正式开播。 在首期节目中，沙溢、贾
玲、李菁作为《喜乐街》的首期嘉宾，将在节目中
爆笑登场，演绎一场久别重逢的幽默故事。

作为常驻演员， 沙溢饰演一名悲催的艺人助
理，甚至自曝还要帮助艺人洗袜子；而李菁则是一
名抠门的动物园会计， 两人共同为赴美三年归来
的小学妹贾玲接风洗尘。三人生活皆不如意，好不
容易聚在一起，却强颜欢笑互相揭短。 节目中，失
意的“海归”贾玲从美国归来，讲着一口河南英语
引爆观众笑神经。

此外，首期节目中，贾玲多年的搭档白凯南还
突袭现场，并对贾玲现场表白，自曝已经暗恋贾玲
3年。 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贾玲被吓呆了，对于拍
档的现场爆料“出大招”应对。 （欣欣）

《分手达人》今日公映
本报讯 6 月 6 日，喜剧电影《分手达人》将

正式登陆全国各地院线， 在竞争激烈的暑期档中
展开独特的观影攻势。

据介绍，该片以独特的爱情喜剧风格，揭示了
“爱·不将就，不爱·就分手”的婚恋态度。在片中，
专业达人和冒牌专家将上演精彩纷呈的爆笑对
垒，在一幕幕有喜有忧、有笑有泪的分手故事中，
达人见招拆招， 亮出无痛分手秘籍， 信心承诺包
10 年不复合，在这炎炎夏日里，将为观众带来一
场清凉的情感释放喜剧。

据悉，《分手达人》在北京、台北取景，汇聚了
模仿帝九孔和丑女无敌李欣汝同台飙戏， 此外还
有罗海琼、李琳、周蕙、曹涤非、高捷、邰正宵、黄子
佼、NONO 等多位演艺明星加盟， 他们将为观众
带来更多喜感。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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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莱克之父”许诚毅从好莱坞回到中国拍片

魔幻 3D《捉妖记》再说聊斋

本报讯 《画皮 2》、《西游·降魔篇》
票房大卖后， 不少电影公司纷纷跟进拍
摄魔幻类型电影。 日前，香港安乐电影公
司召开发布会宣布， 由该公司投资拍摄
的 3D魔幻类型影片《捉妖记》已经进入
后期制作，该片请来了有“史莱克之父”
美誉的好莱坞华裔导演许诚毅回国执
导，影片将于 2015年在国内上映。

据介绍， 安乐电影公司老总江志强
一向擅于挖掘新导演，此前，他与李安合
作多年， 促成李安一系列名片问世。 近
年，他又力促薛晓路执导了卖座片《北

京遇上西雅图》等名片。此次，他又请来在
好莱坞拍了 20多年动画电影的许诚毅执
导 3D《捉妖记》。 许诚毅 1984年毕业于
香港理工学院，最初在香港Quantum工
作室担任卡通制作人，迁居加拿大后到雪
莱顿技术学院学习电脑动画制作。 从
1989年开始，许诚毅一直在好莱坞著名
的梦工场工作， 并且是梦工场动画片的
领军人物， 他带领动画部门创作了多部
商业大片、动画短片和故事影片，其代表
作就包括斩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大奖的
《怪物史莱克》，因此他也被赋予了“史
莱克之父”的美誉。 许诚毅此次回国“捉
妖”，不仅首次尝试真人电影，更希望为
中国拍出属于中国的特效大片。

发布会介绍，3D《捉妖记》是安乐
电影公司投资最大的电影， 故事内容像
《画皮 1》和《画皮 2》系列片一样，也
脱胎于中国神话经典 《聊斋志异》，但
3D《捉妖记》中的“妖”被赋予了全新

的形象和内容，大大颠覆了《聊斋志异》
中的恐怖印象， 成了适合一家老小共同
观看的合家欢电影。

阵容方面， 许诚毅此次邀请了人气
小天王柯震东， 内地当红花旦白百何联
袂主演，另外还请来了姜武、曾志伟、吴君
如、闫妮、钟汉良等实力明星倾情加盟，届
时将为观众提供全新的视觉体验。

发布会上， 导演许诚毅携主演白百
何、柯震东、姜武亮相，也让片中的主角
胡巴——— 一个头上长着绿色小草、大眼
睛忽闪忽闪的可爱动画人物首次对外公
布。三位主演和导演都表示，这部集结了
华语电影最强班底和好莱坞著名特效团
队打造的 3D《捉妖记》，将于明年掀起
华语影坛的奇幻电影风暴。 （钟新）

隰 《捉妖记》主创白百何、许诚毅、
胡巴、柯震东、姜武（左起）亮相发布会

《闺蜜》海报

︽
捉
妖
记
︾
中
的
胡
巴
形
象

︽
爸
爸
去
哪
儿
︾
第
二
季
海
报

世界杯前奏
距世界杯开幕还有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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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总决赛今日打响

帕克伤情牵动全局
2013-14赛季NBA总决赛6日打响。总决赛依

然为 7场4胜制， 但主客场安排改为：2-2-1-1-1。
常规赛战绩更佳的马刺拥有多一个主场优势，首
场比赛马刺将坐镇主场迎战卫冕冠军热火。

马刺与热火连续第二年会师总决赛， 这是 18
年来的头一回。 这是自ABA/NBA合并以来历史
上第 6次出现连续两年总决赛的交锋对手一样，前
5次中有 4次第一年总决赛落败的球队在第二年成
功复仇，这个数字似乎预示着马刺有很大机会复仇。

两支球队在本赛季常规赛交锋两场，1：1 打
成平手，各自在主场获胜。 不过，在热火的主场比
赛中，马刺队三名主力莱昂纳德、格林和斯普利特
因伤休战；而在马刺主场，热火以 87：111 惨败。
这组对比似乎也对马刺有利。

不过，尽管热火常规赛磕磕绊绊，但到季后赛
后重新焕发卫冕冠军的风采， 一路轻松杀进总决
赛，成为历史上仅有的 3 支连续第四年闯进总决
赛的球队之一。

而马刺却遇到核心后卫帕克的伤病问题。 尽管
帕克亲口证实总决赛首场将复出， 但发挥如何却是
未知数。而且帕克的伤情还可能在比赛中加重。如果
马刺失去帕克，复仇的愿望恐怕要落空。 ■ 林永成

NBA总决赛赛程
(北京时间)

第 1 场：6 月 6 日 09:00 马刺主场
第 2 场：6 月 9 日 08:00 马刺主场
第 3 场：6 月 11 日 09:00 热火主场
第 4 场：6 月 13 日 09:00 热火主场
以下比赛有必要才进行
第 5 场：6 月 16 日 08:00 马刺主场
第 6 场：6 月 18 日 09:00 热火主场
第 7 场：6 月 21 日 09:00 马刺主场

本报广州 6月 5日电（记者王黎刚）恒
大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今天召开战略合作
发布会， 宣布阿里巴巴将作为恒大俱乐部
战略投资者注资 12亿元，并拥有了恒大俱
乐部 50%的股权。 同时恒大集团董事局主
席许家印表示将来会再增资扩股 40%，再
引进 20家战略合作伙伴，每家 2％。

两大集团的合作有了实质进展是因
为一次聚会， 许家印透露他一年前就开

始游说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投入足
球，而在恒大准备增资扩股后，马云次日
便找到许家印畅谈合作事宜， 双方一拍
即合，15 分钟就敲定了这次合作。 马云
说，他以前没想到足球影响力如此巨大，
而在速战速决确定投资足球后， 马云称
为避免后悔，即决定次日公布信息。他说
自己并不是冲动的决定，而是经过思考。
除了这次足球之外， 或许之后会有更多

领域的合作。
恒大集团本身在足球圈就以财力雄

厚著称，此番加上阿里巴巴集团资金的注
入， 如虎添翼。 马云称投入 12元亿给恒
大，希望用感恩的心参与发展，让足球走出
困境。恒大队去年拿到了亚冠冠军，许家印
表示今年的目标仍然是联赛和亚冠双冠，
至于阿里巴巴注资后有何变化，首先主场
肯定还是广州不会变，名字当然会有改变。

马云注资
获恒大 50%股权

马云（右）和许家印在签约仪式上握手。 新华社发

在北京时间 6月 5日凌晨进行的世界杯热身赛中，英格兰队 2：2 战平厄瓜多尔
队，鲁尼捡漏打入 1球。 图为鲁尼（10号）破门瞬间。 小新发

英格兰热身平厄瓜多尔

里贝里伤势不见好转
法国主帅德尚考虑换人

本报讯 巴西世界杯日益临近，法国队
主帅德尚焦头烂额， 原因是担忧队内头号
球星里贝里的伤势，拜仁慕尼黑球星一直
受到背伤困扰，他尽管随法国队备战巴西
世界杯且入选了 23人大名单， 但高卢雄
鸡的世界杯热身赛，里贝里全部缺席。

英国媒体《每日邮报》披露，里贝

里的伤势一直未有好转，法国主帅德尚
已经考虑对大名单进行更改，舍弃里贝
里。据悉，关于里贝里的备胎，德尚已有
人选，可以确认的是，法国主帅肯定不
会招进曼城球星纳斯里，他被德尚视为
更衣室的隐形炸弹，纳斯里的女友此前
还对德尚进行炮轰。

用英国媒体《每日邮报》的话来说，
德尚死也不会招进纳斯里。 考虑接替里
贝里的球员有两人， 分别是蒙彼利埃球
员卡贝拉和里昂前锋拉泽卡特， 这两名
球员均在法国公布的 7 人备选名单中。
卡贝拉现年 24岁， 司职攻击型中场，蒙
彼利埃青训系统培养出来的球员，2014
年才完成在法国队的处子秀， 过去一个
赛季，卡贝拉 37场法甲联赛攻入 14球。
至于拉泽卡特， 他是本赛季法甲联赛表
现最好的本土前锋之一， 过去一个赛季
46场比赛贡献 23球助攻 7次。 （小新）

马云：不会让球迷纠结
恒大足球队已经拿过一次亚冠联赛

的冠军，在马云眼中，恒大拿一次亚冠是
远远不够的。这名自称足球“门外汉”的
富翁不但要给恒大带来更多的冠军，还
许诺不会让中国的球迷纠结。

马云说， 尽管我不知道亚冠有多难
踢，但我希望我们一起努力让恒大持续
成功，让中国足球持续成功。 关于为何
投资中国足球， 马云表示，15 年以前我

做电子商务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电商肯
定亏本，不可能赚钱。 6 年前、5 年前甚
至 3 年前，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淘宝没钱
赚。 赚钱这事是很容易的，关键是要有
人热爱有人关注， 我不相信足球赚不出
钱来。 为什么没踢好，这事我很有兴趣。
另外也许投资中国足球， 我不能保证中
国队能踢进世界杯，但是我希望通过努
力，让中国足球即使踢不进世界杯，也不

会让球迷纠结。
马云说，我要让球队踢快乐足球，用外

行人的方法捣乱、搅局，然后重新玩过。 我
觉得许家印也不懂足球，他要求我们两个
人都不进球队的更衣室，这是游戏规则。我
们花那么多钱把世界上最好的教练里皮请
来，我们还干预的话，那不是瞎搞吗。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广州 6 月 5 日电）

国际足联最新排名

中国下滑至第 103位
据新华社巴黎 6 月 5 日电 在距离巴西世界

杯足球赛开幕还有一周之时，国际足联 5 日公布
了最新一期男子国家队世界排名， 世界杯东道主
巴西队排名上升了一位， 名列第三。 中国队排名
则下降 7位，名列第 103。

最新排名的前两位仍然没有变化， 世界杯卫
冕冠军西班牙队继续以 1485 分高居榜首， 而德
国队名列第二位。

未能晋级世界杯的中国队排名继续下滑，已
经跌出了百强，目前排在第 103 位，位于赤道几
内亚之后。 这是中国一年多以来的最低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