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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
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14年“谁是球王”中国足球
民间争霸赛海选赛海南启动仪式近日在海口举行。

此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促健康，同心共筑中国
梦”为主题。普通民众（除在中国足球协会注册的
运动员、学籍在足球学校的学生外）不论男女老
幼，只要有踢球热情，都可参与其中。比赛为五人
制足球赛，设娃娃组、青少年组、社会组三个组别，
分海选赛、大区赛、总决赛三个阶段。全国划分为
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西南、东南和华南8
个赛区进行角逐。其中，海南的海选赛时间为8
月23日至27日。足球爱好者如果想问鼎民间足
球“球王”，可登录“谁是球王”中国足球民间争霸
赛报名网站（http：//sports . sohu . com/shuis-
hiqiuwang）报名。

海南赛区海选赛由省文体厅、省教育厅承办。

“谁是球王”足球民间争霸赛

海南海选赛启动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王黎刚）2014年
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昨天在广东清远结
束，海口U15队发挥出色，以5连胜、进38球失1
球的成绩获得了15岁年龄组冠军。

据介绍，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支队伍共
400余名足球少年参加了夏令营。海口队由参加
海口校园足球比赛的多支球队的优秀球员组成，
球队实力不俗。其中，海口U12队（12岁年龄组）
获得了三等奖、公平竞赛奖和优秀才艺表演奖。
海口队王存得获得优秀指导员奖。另外，海口队
有3人当选全国希望之星和最佳阵容，他们分别
是李开科（四中）、林明相（一中）、朱屾（海中）。其
中，林明相和曾昭闯还分别获得了金球奖和铜球
奖，朱屾和林明相分别获得了金靴奖和银靴奖。

本次夏令营由全国校园足球办公室主办，恒
大足球学校承办。

全国校园足球夏令营结束

海口U15队夺冠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卫小
林）昨晚，以“青春绽放·美丽梦想”为主
题的2014第十三届精功（国际）模特大赛
全国总决赛，在海口世纪公园音乐广场举
行，来自全国18个赛区中的70名男女模
特选手联手为梦想而战，结果，来自北京
的女选手周彦豆获得了女模冠军，来自武
汉的男选手栾震东夺得了男模冠军。

据介绍，大赛共分三个章节，《青
春》章节以选手从全国各地汇聚海南，
在紧张训练之余参与海口抗灾救灾援
助等活动的短片，充分展示了选手青春
靓丽的风采；《美丽》章节以华丽典雅的
短片，展现了选手与海南美丽风光和人

文景观的和谐相融；《梦想》章节结合选
手的泳装展、创意装展和晚装秀展，配
合短片展示了精功眼镜成立25周年和
创办精功（国际）模特大赛13年来的历
程，回顾了大赛走过的光辉和艰辛。同
时，精功（国际）模特大赛的历届冠军钱
彩虹、杜炜、魏舒宇等人也来到现场，为
本届参赛选手加油鼓劲。这场总决赛
融合了影视表演、歌唱、舞蹈、舞台情景
演出、模特展示与多媒体艺术的融合，
将精功（国际）模特大赛推上了又一个
新的高度。

经过近两个半小时的激烈角逐，最
终，来自武汉赛区102号选手栾震东和

来自北京赛区的03号选手周彦豆分获
男女模特冠军；来自北京赛区的107号
选手刘佳萌和来自海南赛区07号选手
曹勍分获男女模特亚军；来自成都赛区
的116号选手威尔和来自杭州赛区的
33号选手徐梦瑶分获男女模特季军。
另外，总决赛晚会还评出了男女十佳模
特和最具人气、最佳表现力、最佳才艺
等6个单项奖的得主。

本届总决赛，组委会利用官方微博
和微信进行了微直播；海口广播电视台
和南海网也联合为海南观众和全球网友
进行了现场直播，现场2000多名观众与
各界嘉宾共同见证了总决赛的盛况。

精功（国际）模特大赛总决赛落幕
栾震东周彦豆分获男女模特冠军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卫小
林）以一部《中国合伙人》红遍内地的
香港著名导演陈可辛又拍新片了，记
者今天从片方光线影业海口站获悉，
由陈可辛执导的现实题材情感力作
《亲爱的》今天正式定档9月26日全国
公映，主攻国庆档期。

据介绍，该片由赵薇、黄渤、佟大为、
郝蕾、张译、张雨绮6大明星联手演绎，片
方今天发布了时长2分钟的“我要回家”
版预告片及海报，首次曝光了影片剧情：
由真人真事改编的这部电影，讲述了一
个震撼而曲折的寻子故事。

记者了解到，在片中，赵薇、黄渤、
佟大为、郝蕾、张译、张雨绮分别饰演

了6个不同身份、不同遭遇、不同内心
境遇的人物，他们相互碰撞，寻子经历
虽历经磨难，但故事却更为峰回路转，
曲折而令人唏嘘。多条极具情感张力
的人物冲突线索，裹挟着一场情感风
暴，以山雨欲来之势袭向观众，最终交
汇于孩子的心声——“我要回家”，迂
回曲折的剧情，直戳观众泪点，会让人
观影时泪如雨下。

更值得一提的是，《亲爱的》一片，
是赵薇继《致青春》后以演员身份重回
大银幕的首部作品，其在片中饰演的
农村妈妈形象以及道白所用的安徽农
村方言，让她饰演的李红琴已完成了
一次银幕蜕变。

陈可辛新片《亲爱的》定档
9月26日开画主攻国庆档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璩静
高蕾）“四排的Bruce是个帅哥哦”，“空
调太冷，求抱”，“蚩尤族？我也是‘吃
油’族的”……日前，国产3D动画大片
《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简称《秦时明
月》）在京举办首场市场化运作的弹幕
场观影，吐槽、赞美、闲扯，90分钟的观
影过程中，弹幕一分钟未歇。

作为一种最新的观影模式，短短一
周，弹幕观影不仅出现在《秦时明月》放
映中，还有《小时代3》、《绣春刀》也先后
迈入弹幕观影行列，争相“求吐槽”。一
边看电影，一边吐槽，弹幕观影会不会
影响观影效果？会不会成为烂片拯救
者？这引发了影迷的极大争议。

什么是弹幕？

弹幕最早是军事用语，后被用来描
述卷轴射击游戏和清版游戏。而弹幕
视频系统则源自日本网站，观众在观看
视频时可以边看边评，发表的评论从屏
幕上实时滚动，看上去像是飞行射击游

戏里的弹幕，如果某一时间评论很多，则
会完全遮盖视频画面。国内著名的“A
站”（AcFun）和“B站”（哔哩哔哩）也都
是弹幕式视频分享网站，而电影《秦时明
月》则成为首个将弹幕搬进影院的电影。

与弹幕视频有所改变的是，弹幕版
《秦时明月》并没有直接将评论压在影片
画面之上，而是将其显示在两边弹幕区
中。主屏幕播放内容，两边弹幕区显示连
贯滚动的弹幕吐槽，保证了画面纯净度。

此外，此次弹幕场采用WIFI发送
的方式进行，观众只需要打开手机，连
接指定的WIFI后，打开浏览器，进入弹
幕发送页即可让自己的吐槽飞到墙上，
和影厅内其他观众形成“无声交流”，不
会额外增加费用。

影不影响观影效果？

在看电影时不仅要关注弹幕区的
评论，还要随时低头写评论，一心三用
会不会影响观影质量？16岁的熊艺昕
对此一点都不担心：“我之前也经常上

弹幕网站，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观影方
式。如果觉得有细节遗漏了，可以再去
看一次普通版的。编评论时可以听声
音了解剧情，一点都不耽误。”

有业内人士认为，受众的参与已超
越对于内容欣赏的专注，内容只是附属
于互动的一种文本，电影艺术的高贵性
就此消解。

而也有人对此无法认同。观众毛先
生表示，一些动漫或者喜剧片里有弹幕
还可以接受，如果是文艺片或者严肃的
大片还有弹幕就一定会影响观影感受。

会不会成为主流模式？

有影评人认为，如果观众把吐槽当
作观影目的，会拉低对电影的欣赏能
力，会让烂片越来越多。

弹幕电影会成为常规观影模式
吗？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王旭东认为弹
幕观影不会成为主流。他认为，弹幕吐
槽往往是第二次观看影片时需求较大，
而重复观影行为不是院线观众的主流

观影习惯。
乐视影业副总裁陈肃则对弹幕观影

常态化非常乐观。在他看来，“弹幕好像
3D、IMAX、4K一样，是新的体验方式。”

陈肃也坦陈，推动弹幕放映只迈出
了极小一步。“包括跟影院如何合作，是
不是要做弹幕院线等等，都需要沟通、
商议，目前都还没有推进。”

一边看电影 一边吐槽

新模式引发争议
本报讯 由著名导演李仁港执导，国际巨星

成龙担任出品人兼主演，汇集好莱坞巨星约翰·
库萨克、阿德里安·布劳迪，龙女郎林鹏，韩国偶
像崔始源等主演的超级传奇动作巨制《天将雄
师》于8月5日杀青，将于2015年大年初一全球
同步公映。

据介绍，《天将雄师》自4月开机以来，剧组先
后转战横店、敦煌、阿克塞等地进行拍摄，终于在
8月5日杀青，进入后期制作。而作为成龙多年来
提携的本片唯一女主角，林鹏此次弃文从武，一改
往日邻家女孩形象，皮草混搭孔雀蓝裙装，腰挎皮
包，手执弯刀，一番西域打女造型令人惊叹。

据悉，《天将雄师》已是林鹏与成龙二次合作
的电影，成龙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林鹏是
我从《大兵小将》中带出来的人，也是多年来提携
的唯一女主角，所以电影《辛亥革命》、《十二生肖》
中有合适的角色，我都会让她来演。 （欣欣）

《天将雄师》定档春节

本报讯 由浙江卫视主持人华少担任制片
人、策划人兼主持人的文化读书类节目《华少爱读
书》，8月4日也完成了本季首播，算是再度启动。

第一期节目中，华少讲述了李白与唐朝不为
人知的故事，接下来的每周一晚23时20分，华少
将结合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利用20分钟的时
间，为观众讲解诸如“跳广场舞是否一种病”之类
的热议话题，他还将与观众分享“好声音”及其学
员背后的悲喜故事。

接受采访时，身为制片人的华少表示，该节目
的制作经费很有限。为了提高节目的可看性，他
每季节目都要自己倒贴30多万元，“现在已经贴
了将近100万元的制作费了，尽管这样，但这仍然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录节目的过程也是让我
自己受益的过程。”华少说。 （欣欣）

《华少爱读书》再启动

本报讯 日前录制的《我不是明星》节目中，
嘉宾房祖名爆料自己第一次拍戏曾在老爸成龙指
点下帮陈柏霖拉威亚，而同样作为嘉宾出现的央
视主持人朱迅则大曝起了自家的趣闻。

房祖名说，他的包是特别定制的，全世界只有
3个，一个是JC就是他自己，二是BC就是陈柏
霖，还有一个是EC就是陈奕迅。

而王志妻子、央视名嘴朱迅在谈到给儿子取
名时说，她原本想学朱军、谭梅两口子给孩子取名
叫朱思谭一样，给自己儿子取名王思迅，结果被一
票否决。当时中央台正好在创办法制频道，王志
说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志”了，再有个“法”就好了，
结果儿子就真叫王法了。 （欣欣）

《我不是明星》曝趣闻

新华社深圳8月10日电（记者王
浩明）已经曝光将近一个月的深足“欠
薪门”仍在持续发酵。记者10日了解
到，深圳红钻俱乐部主力门将张迅伟已
经正式向中国足协递交仲裁申请，希望
得到“自由身”的身份。

张迅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俱乐部拖欠自己的工资奖金等已
经超过80万元，“实属无奈”，才递交了

“自由身”仲裁申请。据了解，这位门将
是目前深足中唯一一个向中国足协递
交“自由身”仲裁申请的球员。

他透露，自己在大约两周前通过邮
寄方式向中国足协递交了申请，材料包
括书面申请书、工作合同、欠条和银行流
水等，足协将在15日左右通知是否开庭。

“他们（足协）会给俱乐部15天的答
复期，大概到15、16日，足协将会通知我

是否开庭，”张迅伟说。
据了解，张迅伟的合同本来在2013

年到期后就可以以自由球员身份转会，
但他在赛季末又与俱乐部续约了三
年。张迅伟表示，自己长期在深圳效
力，对这个城市和球队都很有感情。

“俱乐部在续约之前许诺说会把钱
补给我，另外我在深圳呆了10年，挺有
感情的，如果俱乐部能把钱给我，我当
然愿意继续留在这里，但现在是实在没
办法了。”他说。

另据记者了解，深圳全队将在材料
收集完毕后集体向中国足协递交关于
发放拖欠工资的仲裁申请。

9日晚的中甲联赛18轮比赛，在三
名外援因欠薪拒绝出战的情况下，深圳
队以“全华班”出战客场2：2战平青岛海
牛，目前在积分榜上位列第8。

10日上午的中甲联赛预备队第18轮
比赛更是出现“奇景”：由于人手不够，深圳
队的大名单只有13人，只有两个替补队员，
门将张迅伟甚至首发客串打起了前锋，深
圳队也毫无悬念地以0：3负于青岛海牛。

“实在没办法，外援也不来，伤的
伤，停赛的停赛，就这么几个人，我打了
大半场，前锋也打，后卫也打，后来因为

拉伤被换下来了，”张迅伟说。
赛后，不少球员都通过社交媒体发表

言论，诉说目前球队的困难。于乐在微博
上说：“没有钱，没有外援，报了3个守门
员，甚至连凑齐18人都很困难……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我们，作为男人
对得起任何人，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机构
或一个人来拯救我们这个团队吗？”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9日电 （记者姬
烨）刚转会回到克里夫兰骑士队的詹姆斯，将于
10月11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率领球队迎战过去
四个赛季他所效力的迈阿密热火队，这是NBA季
前赛的一场比赛。

双方在里约的这场比赛无疑非常吸引眼球，
詹姆斯今年夏天选择离开热火重返骑士，这场比
赛也是詹姆斯首次面对旧主。昔日的迈阿密“三
巨头”在赛场上重聚，只是韦德与波什仍身穿热火
球衣，而詹姆斯已披上骑士战袍。

骑士将赴巴西战热火
据新华社南京8月10日电（记

者王恒志）记者10日从南京青奥组
委获悉，国际奥委会正式发布了南京
青奥会的奖牌样式，设计名为“胜利
者的足迹”，正面设计者为23岁的斯
洛伐克小伙子马特伊·奇卡。

奇卡的作品是从5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3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的，国际奥委会对这件作品的评价是

“现代、新颖、动感”。青奥会奖牌正面

造型别致，有网友称“像曲奇饼干”，最
上面位置是奥运五环标志，中间是

“YOUTH OLYMPIC GAMES”字
样，下方是“NANJING2014”，整个作
品动感十足，充满青春气息。

奖牌的背面则以南京城市景观为
创意源泉，将南京城门、秦淮水、梅花与
江南民居巧妙结合，挂带以梅花红为基
础色调，以青奥会景观元素为核心，将
雨花石、秦淮、梅花、朝霞等融于一身。

南京青奥会奖牌发布
名为“胜利者的足迹”

据新华社伦敦 8月 10 日电 因
为难以忍受最近几年在法国国家队
期间所受的批评和讥讽，今年才 27
岁的纳斯里确认自己将退出法国国
家队，今后将专注为俱乐部踢球。

纳斯里说：“2016 年欧锦赛时我
才 29 岁，但在法国队我却总是不开
心。每次我一去那里就会惹上麻
烦。我总是面对对我和我家人的批

评，我不想让他们难受，因此我觉得
是时候停止了。”

纳斯里在 19岁时就首次为法国
队出场，在过去的 41 场比赛里他一
共为“高卢雄鸡”打入 5 球。但从
2008 年欧锦赛开始，纳斯里在法国
队的生涯就麻烦不断，当时他与一些
资历更老的球员发生了冲突，而
2012 年欧锦赛时，他又在球队被淘

汰后用粗鲁的言语长时间辱骂一个
法国媒体的记者，还因此被禁赛 3
场。纳斯里也落选了南非世界杯和
巴西世界杯法国队名单。

纳斯里表示，只要德尚还担任法
国队主帅，他便不会有机会入选，但
他对德尚本人并没有特别的厌恶，是
在法国队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让他萌
生退意。

27岁纳斯里退出法国国家队
退出原因：不堪冷嘲热讽

新华社伦敦 8月9日电 西甲巨
人巴塞罗那队当地时间8月9日官方宣
布签下阿森纳队长维尔马伦，转会费为
1500万欧元。

维尔马伦的转会可谓一波三折，原

本曼联在这桩转会中处于领先位置，然
而阿森纳主帅温格更愿意将维尔马伦
卖到国外的俱乐部而不是自己联赛的
直接竞争对手，并要求曼联队将斯莫林
当做转会的一部分加入到交易中来，曼

联主帅范加尔便逐渐打消了引入这位
比利时中卫的念头。最终，在这场维尔
马伦争夺战中，巴萨笑到了最后。

据悉，28岁的维尔马伦与巴萨签
署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

巴萨官方宣布签下维尔马伦

深足“欠薪门”持续发酵
门将张迅伟正式向中国足协申请“自由身”

弹幕观影

深足球员曾在赛场拉横幅抗议欠薪

电影《绣春刀》弹幕观影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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