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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江苏卫视播出的抗战剧《勇敢的
心》，被观众赞为“正”而不“闷”，精彩欢笑间，让人
又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尤其是兄弟感情。

杨志刚在剧中扮演一位成功蜕变的“痞子英
雄”，“从刚开始顽劣不羁的公子哥，到娶了六房的
韦小宝，最后修炼成为大侠乔峰。”杨志刚这样解
读自己的角色，在他眼中，这不仅是一个英雄成长
故事，更堪称一部英雄史诗。

导演郭靖宇赞弟弟杨志刚能吃苦，并说志刚
把青春都给了这部电视剧。谈及兄弟二人绑定合
作模式，郭导认为，二人因为再合适不过，顺理成
章，近年来的绝对默契更使兄弟二人搭档成为“行
业标配”。曾经机缘巧合促成首次合作，偶然间联
手开启了未来无尽可能。 （欣欣）

《勇敢的心》诠释兄弟情

本报讯 本周五晚，江苏卫视《最强天团》迎来
了韩国超人气偶像团体东方神起。节目中，允浩和
昌珉不仅展示了自己苦练多年的才艺，还与主持天
团上演了一场游戏大PK。多才多艺且亲和力十足
的东方神起，被粉丝称赞为“完美男人的典范”。

节目中，他们仿佛把《最强天团》舞台当成演唱
会现场；在游戏环节，无论是允浩还是昌珉，都全情
投入，没有丝毫明星架子；在乒乓球打易拉罐环节
中，昌珉为了成功打倒易拉罐，接连挥拍，不成功誓
不罢休；在桌上足球环节，两位舞台上光芒万丈的
明星，也愿意衔着吸管与彭宇、慧莲等人“纠缠”在
一起；在按摩垫跳绳环节，允浩和昌珉不顾疼痛和
荧屏形象，毅然跳上按摩垫，并在最后时刻上演绝
地反击……凡此种种，无不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和粉
丝记在心头，称赞不已。 （欣欣）

东方神起被赞“完美”

本报讯 由上海大众汽车朗逸蓝驱首席呈献
的“第13届华鼎中国百强电视剧发布盛典”，将于8
月27日在北京东方美高美国际酒店举行。届时，本
届评委会名誉主席赵本山、主席奚美娟将率领评审
团，与陈宝国、宋春丽、蔡少芬、李少红、孙骁骁、斯
琴高娃等近百位明星共同见证这一电视盛事。

除了发布纸质问卷，华鼎奖还在搜狐、凤凰、
网易等多家网站设立了投票专页，不过8月25日
零时，这些调查的网络投票窗口会正式关闭，各大
网站的数据也已尘埃落定。但记者浏览各大网站
的投票专页发现，网上票数悬殊巨大。有的网站
票数最多的艺人不过几千票，而有的网站的艺人
得票居然高达几亿票，这不免让人心生疑虑。

谈及本次网络投票存在的刷票行为，华鼎奖组委
会秘书长王堃表示，评审团已经核实并内部剔除了相
关数据，这个插曲不会影响最终的颁奖结果。（欣欣）

华鼎本周颁电视剧奖

本报海口8月24日讯（记者王黎刚）2014年
海南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培训班今天在
海南师范大学开班。来自省内32所体育传统项
目学校的50名老师参加培训。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是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全
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三年计划》（用三年
时间对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1.3万多名体育教师
进行集中专业培训）的要求，从2013年开始，我省在
海南师范大学举办了“海南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
育师资培训班”，该班为期3年，按照“按需培训、突出
能力”的原则，每年暑假举办一期，每期50至60人，
培训的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和乒乓球。

本期培训为期6天，培训宗旨是更新体育教
师的教育观念，开拓体育教师的专业知识视野，改
进专项训练方法，提高专项训练水平。

另悉，“海南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海
南师范大学培训基地”揭牌仪式，今天同时在海南
师范大学举行。

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体育师资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年全国国际象棋
锦标赛（个人乙组）比赛8月22日在万宁结束。
最终，万云国、王晨和刘庆南夺得男子组前三名，
翟墨、李雪怡和朱颖荣获女子组前三名。以上6
名棋手获得了参加明年甲级联赛的入场券。

来自全国各地的121名男棋手和76名女棋
手进行了11轮激烈角逐，规模为历届之最，团体
赛共有29支代表队、162名棋手参赛。比赛也首
次进行了网络直播，世界各地的棋手和爱好者，都
能通过互联网欣赏到中国国际象棋乙级联赛的精
彩对局。同时，本次比赛也首次引入外援，足见各
代表队对比赛的重视以及比赛的激烈程度。

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
国际象棋协会、海南省文体厅、万宁市政府主办。

全国国象乙级联赛
个人赛在万宁结束

本报讯 8月25日，备受影视界和
影迷强力关注的中国首个电影真人秀
《全民电影》的首段官方剧本，将正式在
其官方网站对外发布，这也是《全民电
影》项目的总导师、著名国际华人大导
演吴宇森亲自把关的剧本，更是国际巨
星章子怡亲自点名创作的剧本，还是资
深金牌编剧、《泰囧》的编剧束焕和《人
在囧途》的编剧、资深电影人刘仪伟联
合倾力打造的剧本。

故事内容：小人物要逆袭

关注普通人、关注小人物的命运，现
在是很多成功的影视作品一贯秉承的理
念，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和关
注。创作《全民电影》首段官方剧本的编
剧束焕表示，这段剧本同样也将视角锁定
在了小人物身上，通过喜剧的方式，关注
了一个充满喜感的小人物命运的故事。

束焕说，这段故事的内容是：主人公
东子因为浇坏一盆价值不菲的兰花，从

而欠下了吕茂18万元，女友木木因此和
他分手。为了在一个月内还清债务，东
子找到马峰，想收回自己的投资。但是，
马峰此时也没有现钱，故让东子去自己
开的培训班里拿学费。东子来到影视导
演初级精修班，却发现还没有开班，便找
了著名导演何垂范来当老师。没想到，
还没上完一节课，何垂范就上不下去了，
承认自己只是个送盒饭的……

接龙续写：考验创作能力

为方便《全民电影》参与者往下接
龙写作和拍摄，两位编剧煞费苦心。

编剧束焕表示，这种故事，相对于战
争、科幻、古装、武侠等题材，更便于参与
《全民电影》的广大非职业团队和刚开始
走上职业电影路的新人们上手，主创们可
以不必花费过多的精力和成本在服装、选
景、美术、道具方面，只需置身于我们生活
的都市中，精心地雕琢人物故事和内心感
受即可。同时，这种“上手容易进阶难”的

故事题材，也可以给有创意、有能力的电
影人提供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

联合编剧刘仪伟说，《全民电影》第
一段官方剧本只有短短的16场戏，然
而，人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主人公东子
与何垂范作为拼搏在都市中的小人物
特有的那种囧态。

光影交织：期待全民狂欢

据介绍，《全民电影》项目是黑龙江
电视台与荷兰FCCE公司共同研发的中
国首个大型全媒体电影项目。项目由
电影接龙、电视节目、线下活动和大制
作的电影四部分组成。通过网络、电视
媒体、自媒体等全媒体平台的联动，《全
民电影》将汇集中国电影界的精英，荟
萃中国电影的民间力量，帮助更多人实
现自己的电影梦，为蓬勃发展的中国电
影及文化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全国150多个
城市的1000多个电影团队和电影爱好者

报名参加《全民电影》接龙环节。参与者
中，既有在圈内小有名气的电影制作人，
也有心怀电影梦想的普通人。而十多
万粉丝更是通过《全民电影》官方网
站、微博、微信等渠道密切关注着项
目的进展，相信《全名电影》将引发
全民的电影狂欢，为全国电影爱好
者实现梦想搭起快捷通道。

《全民电影》总导师为吴宇
森，形象代言人为章子怡，导师
团队有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中坚
人物何平、《北京遇上西雅图》
的 导 演
薛 晓
路、资
深电影人
和主持人刘
仪伟、电影《泰
囧》的编剧束焕，
这组星光熠熠的导师
们，将帮助有电影梦想的
人实现电影梦。 （钟新）

《全民电影》今天公布首段剧本
等待参与者往下接龙写作和拍摄

本报讯 8月26日晚，以“世界的
汉语桥，我们的中国梦”为主题的第十三
届《汉语桥》总决赛暨闭幕式晚会将在湖

南卫视播出，亚、非、美、澳、欧五大洲的
“汉语达人”们将斗智斗力，海霞、杨澜、
汪涵三大名嘴将齐聚一堂“斗嘴”。

《汉语桥》总决赛由“名嘴”汪涵、杨
澜联袂担纲主持，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
强、央视新闻联播主播海霞、格鲁吉亚
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马琳娜担任评委，因
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而名声大噪的

“村长”李锐“穿越千年”扮演诗仙李白，
与来自美洲赛区的巴西女选手施茉莉
演起了对手戏，施茉莉还班门弄斧一口
气背起了李白的“代表作”《将进酒》，引
得现场观众掌声雷动。

而作为“主考官”之一的海霞，在大

赞施茉莉对中国古诗词娴熟的掌握外，
还是挑出了她在声调和语调包括感情
上的一些小瑕疵，连在场的主持人汪
涵、杨澜都不禁表示，“海霞老师真的好
严格，我们主持人都不敢开口说话了！”

亚洲赛区冠军、韩国美女选手成洧
先在比赛中说了一段连中国人都不一
定说得好的绕口令，让现场评委、嘉宾
赞叹不已，汪涵当即表示“你这普通话
比周杰伦好太多”，在场观众顿时大笑。

化身“诸葛亮”的主考官唐国强频频
给选手出难题，羽·泉携手《汉语桥》15强
说唱“快乐汉语”以及“萌叔”韩磊的压轴
现身献唱，都让总决赛高潮迭起。（凤凰）

《汉语桥》总决赛明晚播出
海霞杨澜汪涵“斗嘴”

本报金江 8月 24日电 （记者孙
慧 特约记者陈超）记者今天从澄迈县
有关部门获悉，首部反映海南澄迈生活
的34集电视连续剧《福山梦》，日前获
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电视
剧发行许可证，年内有望在央视播出。

据介绍，由澄迈县与北京中视双
豪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制作的《福
山梦》，是一部以澄迈福山咖啡和长寿
之乡为背景打造的轻喜剧，剧情主要
讲述福山两个咖啡种植家族带领家乡
人民通过咖啡种植和经营走上致富
路。该剧主要取景于海南澄迈，通过
电视剧，将向外界展示海南澄迈福山
悠久的咖啡种植历史、长寿文化之乡

的人文风情。
据了解，该电视剧从剧本创作到

拍摄完成经过了一年半时间，全剧由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延艺
担任总导演，王德顺、杜旭东、彭玉、侯
耀华、汤镇宗、刘桦等知名演员受邀出
演剧中主要角色。

日前，该剧受邀在北京参加了
2014年中国国际影视节目展，受到众
多嘉宾和电视台青睐。总导演延艺介
绍，目前该剧已经在和央视洽谈播出
合作事宜，预计年底将在央视播出。
在央视播出后，该剧还将制作DVD面
向海内外市场发行。

据悉，该剧第二部已开始筹备。

电视剧《福山梦》获发行许可证
年底前有望在央视播出

新华社东京8月24日电（记者王
镜宇 刘天）2014年世界女排大奖赛
24日晚在东京有明体育馆落幕。奥运
冠军巴西队3：0战胜此前4战全胜的
日本队，第十次在此项赛事中登顶。

美国队曾经5次夺得世界女排大奖
赛冠军，巴西队的夺冠次数是她们的两
倍，中国队唯一一次夺冠是在2003年。

4胜1负的日本队获得亚军，这也
是日本队在22年的参赛史上首次获得
奖牌。负于巴西队之前，日本队加上分
站赛共取得8连胜，这也是她们在此项
赛事中最长的连胜纪录。

以锻炼新人为目标的中国队末战
2：3惜败于俄罗斯队，以2胜3负积6
分的成绩名列第五。

此前位居积分榜前两位的日本队和
巴西队在末轮的交锋是事实上的冠军之
战。结果，巴西队以25：15、25：18和27：
25赢得自首轮意外2：3负于土耳其队后
的4连胜，完成在本次赛事中的大逆转。

放弃副攻打“跑轰”的日本队此前
连胜俄罗斯队、土耳其队、中国队和比
利时队。但是，面对综合实力雄厚的巴
西队，日本队只在第三局构成了威胁。
在22：24落后的情况下，石井优希连续
3次为日本队挽救赛点。可是，此后石
井优希发球失误，巴西名将杰奎琳吊球
得手，巴西队涉险过关。谢拉为巴西队
贡献了全场最高的16分。

俄罗斯队、土耳其队和比利时队分
别获得第三、第四和第六名。

女排大奖赛巴西十度登顶
中国队名列第五

新华社阿尔及尔8月23日电（记
者黄灵）据当地媒体报道，24岁的喀麦
隆籍球员阿尔伯特·艾伯赛23日在一
场阿尔及利亚足球甲级联赛中遭到球
迷投掷的石块重击，伤重不治而亡。

据悉，23日艾伯赛效力的JS卡比
利球队主场与USM阿尔及尔队在阿尔
及利亚甲级联赛中比赛。USM阿尔及
尔队先进一球，然后艾伯赛为自己的球
队进球扳平比分。客队在比赛结束前

进球最终以2：1获胜。
当地球迷比赛结束后因为不满比

分而向赛场内投掷石块。艾伯赛被石
块击中头部，送往医院后因伤重而亡。

艾伯赛上个赛季加盟 JS卡比利

队，31场比赛打进17球，被评为
上赛季阿尔及利亚甲级联赛最佳球员。

艾伯赛是阿尔及利亚赛场上第一
位被球迷攻击而死的球员。当地已经
对此事开展调查。

阿尔及利亚足球甲级联赛出现惨案

最佳球员被球迷石块砸死

新华社吉隆坡 8月 24日电 亚
足联24日宣布，广州恒大队主教练里
皮因在亚冠联赛中对峙裁判而被禁
赛一场。

这一处罚意味着在27日恒大主场
对阵澳大利亚的西悉尼流浪者队的亚
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生死战
时，里皮将无缘现场指挥。

亚足联表示，调查还在进行中，因
此他们可能还有对里皮的后续处罚。

在20日晚进行的亚冠联赛四分之
一决赛首回合的较量中，广州恒大吃
到两张红牌，客场0：1负于西悉尼流浪
者队，比赛中争议判罚不断。

比赛临近尾声，恒大被罚下第二
名球员。此时这位意大利老帅罕见地
冲进场地，愤怒地质问主裁判哈桑。

赛后，里皮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时
用了足足6分钟控诉裁判，没有给记者
任何提问的机会。

里皮遭亚足联禁赛一场
无缘恒大亚冠生死战

新华社南京8月24日电（记者
朱旭东）青奥会“南京2014武术比赛”
24日在南京的高淳落下帷幕。在有
3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比赛中有23
个收获了奖牌。

22日至24日，35个国家和地区
的100名选手参加了女子长拳、男子
长拳、女子剑枪全能等15个项目的比
赛。除中国选手获得8枚金牌外，另7
枚金牌分别被越南（2枚）、印度尼西
亚（2枚）、美国（1枚）、马来西亚（1

枚）和法国（1枚）选手夺得，另有17
支队伍的运动员也登上了奖牌榜。

武术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
的欢迎。比如在俄罗斯，几乎每个州
都有武术学校，各州的顶尖选手还会
被挑选到莫斯科接受更高层次的训
练。尽管俄罗斯选手此次比赛只获得
两枚铜牌，但俄罗斯队教练米哈伊尔
仍对武术充满期望：“武术在中国历史
悠久，但武术文化属于世界，我们都有
责任和义务继承并传播武术文化。”

印度选手在女子52公斤散打决
赛中落败，只获得一枚银牌。教练普
拉迪普并没有失望，他盼望着武术能
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那一
天。“印度有大量的武术爱好者，如果
武术成功入奥，会有更多的印度选手
到奥运赛场上一本身手。”普拉迪普
说，本届青奥会给了武术一个好机
会，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并欣赏武术。

“这有助于武术入奥。我们将更加努
力训练，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23个国家和地区获武术奖牌

据新华社马德里8月24日电 西甲豪门皇
家马德里主帅安切洛蒂24日确认，阿根廷飞翼迪
马利亚将很快完成转会曼联的手续。

安切洛蒂透露，迪马利亚已不再随队训练，虽
然还没正式公布，但几方将很快进入转会程序。
俱乐部竭尽全力挽留，但迪马利亚还是决定离开。

多家媒体报道，“天使”转会费预计在6000万
欧元，而个人待遇方面，他将拿到税后800万欧元
的年薪。迪马利亚上赛季在欧冠决赛获得
MVP，帮助皇马拿到欧冠第十冠。

迪马利亚转会曼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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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仪伟束焕

马琳娜、唐国强、海霞（左起）担任评委

在8月24日进行的三人篮球A组预赛中，中国女篮以6:14不敌巴西队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俄罗斯选手安德烈·鲁布廖夫
因在网球男单比赛中1:2获亚军而
“吃”球拍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