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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10月27日电（记者郭
兴华）南非男子国家足
球队和南非联赛奥兰多
海盗队的门将兼队长梅
伊瓦，26日晚在约翰内
斯堡被枪击中，在去医院
接受救治的过程中身亡，
海盗俱乐部官员称他的
死是“国家的损失”。

当地媒体报道，27
岁的梅伊瓦是在约堡东南部、距离市中心约30公
里的瓦斯鲁斯地区的一栋房子里被枪击中的。

南非警察总署（SAPS）在其推特中首先证
实，梅伊瓦已经在抵达医院时死亡。警方后来说，
事发房子里面有七个人，包括梅伊瓦和三名犯罪
嫌疑人。警方称，这次袭击的动机尚不清楚，枪击
当时，发生了争吵，受害者被枪杀后，三名犯罪嫌
疑人逃离了现场。

警方随后向南非民众保证，将会用尽一切办
法缉拿凶手，并开出高达15万兰特（约合1.4万美
元）的奖金，用来奖励提供破案线索的民众。

梅伊瓦25日还代表俱乐部出场并赢得比赛，
并在最近的2015年非洲杯预选赛上代表国家队
出战，表现出色。

南非男足国家队队长
梅伊瓦被枪杀身亡

本报讯 10月 27日，有媒体爆出
由于在上海市中心一体育场内因感情
纠葛持刀刺伤他人，曾参加快乐男声、
中国梦之声等选秀节目的歌手张天野
涉嫌故意伤害罪被上海市静安区检察
院批准逮捕。

据了解，10月6日下午6时许，张天
野因怀疑女友与他人关系暧昧，持刀至
女友看球的上海市静安区工人体育场
后，发现女友抱着一个小孩，遂与女友发
生口角。但事实上，该小孩为女友临时
照看的被害人杜某的2岁女儿。与女友
发生口角后，张天野从女友怀里抢过小
孩并放在了地上，小孩被吓得大哭，张天
野置之不理，推搡着女友离开体育场。

几分钟后，张天野与女友返回体育场
拿包，杜某遂上前与其理论，冲突中被张天
野持刀捅伤，被害人随后被送医院抢救。

经鉴定，杜某遭受外力作用受伤，致左胸刀
刺伤，失血性休克等，构成重伤。

谈及这次伤人事件，张天野说，他
在看守所里想了很多，十分后悔，自己
太冲动了。面对检察官，他表示今后会
冷静处事，坚守法律底线。

检察官提醒：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公
众人物吸毒、嫖娼等违法案件，给社会
造成负面影响，而这些恰恰说明，很多
公众人物的法律意识淡薄。公众人物
作为社会表率，是社会风气的示范者和
引领者，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更应
谨言慎行，加强自律。

张天野曾因参加 2010 年湖南卫
视快乐男声和 2013 年东方卫视中国
梦之声选秀而为观众所熟悉，其持刀
伤人案发生后更加引起了媒体的广泛
关注。 （钟新）

本报讯 由著名动作演员吴京自导
自演的动作电影《战狼》日前定下档期，
将于2015年春节档期登陆全国院线。

据介绍，《战狼》演员除吴京外，还有
中国著名女演员余男和好莱坞演员斯科
特·阿特金斯等领衔主演，影片被吴京拍
成了一部3D版本的火线动作巨片。为
了拍摄这部《战狼》，吴京历时6年筹备，
终于在今年完成了全部摄制工作，并且
定下了2015年春节档期上映。

近日，该片片方首度曝光了“战魂”
版先导海报，该组海报中，吴京手握刀
枪的姿态尽显英雄男儿本色，鲜血与红
旗交相辉映出黑白战争世界中的危险
与信念，也彰显出这部动作大片的热血
英雄气概。

作为吴京的最后一部动作片，《战
狼》开创了大型战争动作题材电影的先
河，片中，尖端装备云集，因而备受业内
推崇，而吴京不顾身体受伤的拼命精神，
也让他赢得了“拼命三狼”的美誉。

据悉，《战狼》将于2015年春节档期

间以2D、3D、IMAX、中国巨幕等版本同
步登陆全国院线，相信届时观众可走进
影院一睹吴京精彩的打斗戏份，感受他
心中让人热血沸腾的民族情怀。（钟新）

吴京自导自演《战狼》定档

本报讯 江苏卫视《一起来笑吧》开播以来连
续3周占据周一晚间收视冠军宝座，凭借新颖的
节目形式和逗乐的小品赢得了观众的如潮好评。
10月28日晚10时，《一起来笑吧》又将如约与观
众见面。

据介绍，此前火爆荧屏的《小哥哥》、《金庸群
侠传》将再度登场亮相，并启动新武器引发全新

“笑”果。《小哥哥》到目前为止是《一起来笑吧》中最
火爆的小品系列，小品不仅创造了呆萌的小鹿和蠢
萌的小哥哥两个经典人物形象，还制造了诸如“小
哥哥，这是什么情况”的网络流行语，可谓风光无
限。因此，在近期的节目编排上，《小哥哥》也成为
《一起来笑吧》每期节目的必选小品之一。28日晚，
“小鹿”贾玲将面对小哥哥全新的“武器”。 （欣欣）

《一起来笑吧》今开播

本报讯 由中国基美影业与法国欧罗巴联合
出品，国际电影大师吕克·贝松执导，斯嘉丽·约翰
逊、摩根·弗里曼等好莱坞一线巨星倾情出演的科
幻动作大片《超体》，已于 10月 24日通过 3D、
IMAX3D、中国巨幕、杜比全景声等多种版本登
陆全国院线。上映3日，该片票房已经过亿元。

据第三方数据统计，《超体》在24日上映首
日零点场中，上座率高达80%以上，不少吕克·贝
松和斯嘉丽·约翰逊的忠实粉丝，都慕名前来观
看这部众星云集、挑战脑力极限的电影。零点场
观众走出影院后，在微博及朋友圈中有关《超体》
的话题又掀起了第2天的观影高潮。继首映日
以 3500 万元成绩稳居票房冠军后，次日又以
34%的排片份额拿下5000万元票房。第3天，该
片累计票房轻松破亿。

截至发稿时，该片共计上映到第4天，累计票
房1.26亿元。《超体》在本周仍将持续发力，吸引更
多观众走进影院。 （欣欣）

《超体》票房破亿

本报讯 腾讯视频联手天娱传媒打造的顶级
音乐真人秀《Hi歌》，强势加入了综艺真人秀这场

“音乐战火”，作为国内视频网站首度引进版权强
力打造的自制综艺，《Hi歌》的杀入意义不可小
觑，蓄势已久的互联网综艺，重装上阵了。

作为国内视频网站首个模式引进的综艺节目
《Hi歌》，在模式的主题点上做了更加大胆的创
新：让明星歌手唱原创新歌。这档原版节目曾在
爱尔兰、乌克兰、荷兰、俄罗斯等6个国家获得过
收视肯定的音乐真人秀节目，将“中国好歌曲”和

“中国好声音”进行“灵魂配对”，而节目的核心落
脚点则是“中国好原创”。届时，观众看到的不会
是一场场只有人气没有作品的“电视KTV”，让顶
级歌手为原创音乐加冕，还原歌的魅力，全民见证
好音乐的诞生。 （欣欣）

《Hi歌》加入综艺大战

本报三亚10月27日电（记者符王润）10月
28日至11月2日，2014中国（三亚）扑克游戏锦
标赛（CPT）将于三亚亚龙湾再燃战火。

该锦标赛又称WPT中国赛，是WPT（世界扑
克巡回赛）这一顶级扑克竞技大赛的中国站赛
事。此前，作为国内唯一有国际权威机构授权的
WPT中国赛已在三亚成功举办了两届。

据悉，WPT中国赛为期7天，除主赛事外，还
将同期举办多项专属附加赛。

WPT赛今天三亚开幕

新华社西安10月27日电（记者
郑昕 杨一苗）好莱坞导演奥利佛·斯
通日前在西安透露，正在与中国导演
胡玫筹备一部有关丝绸之路的电影，
暂定名为“丝路公主”，剧本正在创作
之中，细节不便透露。

“电影中心在向欧亚地区转移，我

们也会更为关注丝绸之路上的古代发
生的事情，因为丝路沿线的文明在当
时都有很强的辐射力。”他说。

古代文明一直是斯通导演的关注
点，他在2004年就曾推出历史大片
《亚历山大大帝》，而如今，他则将视野
转向中国。“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融入

这些文明，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关注中
国西部电影。”

谈到目前的工作日程，斯通表示
正在拍摄一部名为《斯诺登档案》的
作品，将把“棱镜门事件”主角斯诺
登的遭遇搬上银幕，希望能够在明
年上映。

奥利佛·斯通

正筹备有关丝绸之路的影片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从10月24
日起，海南迎来秋后大范围降水，正在
进行的环岛赛不得不冒雨继续。几天
的连续大雨导致路面潮湿、积水，给赛
事交通带来诸多隐患。然而，组委会
安保交通部门对路面隐患及时排查、
抢修，杜绝了事故的发生，保障了赛事
期间道路的通畅。

省公路管理局工程师王勇负责本
次环岛赛的道路养护。王勇说，27
日，环岛赛进入“史上最难赛段”第七
赛段，途经东方、昌江、白沙、五指山，
赛程过半时迎来了大雨。此赛段路
况复杂，多山地、爬坡点，路面湿滑，
而过于潮湿又导致了赛道的变形，安
全堪忧。同时，大雨也给赛道的养护

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前一天接
到暴雨预警后，组委会安保交通部门
对此十分重视，积极组织养护工人排
积水、平赛道，才使当天的比赛得以
顺利进行。

据了解，在赛事开始前一个月，组
委会安保交通部门就已开始筹备工
作，赛事期间更是每日派出近一万人
次对赛事全程经过的道路进行修补及
路容路貌的改善。自行车赛道比日常
机动车通行要求更高，因此养护队常
常要工作12小时以上，强度很大。甚
至无论天气好坏，工人们都要到现场
对隐患进行积极的排查，鲜有节假
日。“为了车队经过的十几秒，我们可
能要进行数周的准备，”王勇解释说。

环岛赛突遇暴雨影响比赛

安保交通部门全力抢修道路

本报那大10月27日电（记者王黎
刚）“海南农信杯”2014第九届环海南
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了倒数第二
个比赛日。蓝波车队主力冲刺手尼科
洛·博尼法齐奥在大集团冲刺中战胜澳
大利亚最派克洲际队的乔纳森·坎特维
尔，取得个人在本届比赛上的第三场胜
利，他的队友帕里尼则取得了赛段第三
名，这也是蓝波车队在本届比赛上第四
次包揽了领奖台上的2个席位。

凭借在第一个冲刺点上获得的3个
减秒以及赛段冠军的10个减秒，尼科
洛的总成绩反超阿斯塔纳车手安德烈·

泽伊茨3秒，上升至总成绩榜第二位。
后者则继续保有着亚洲最佳“绿地”蓝
衫。爬坡积分榜方面，尽管波兰CCC
车队的布兰尼斯劳·萨莫伊劳今天通过
突围取得了2个爬坡点的头名，但是爬
坡积分依然落后圆点衫保有者塞吉·格
雷卿2分；由于明天的收官战没有爬坡
点，所以塞吉已稳获总爬坡王了。

今天的第八赛段比赛由五指山至
儋州，全长154.1公里，是一个中等山地
赛段。和昨天一样，今天的赛道大部分
时间都下雨，且有多处道路处于施工状
态；黄衫保有者朱利安·安东玛奇也说，

今天的比赛在某些时候有点像公路越
野。比赛在上午10点钟准时发枪，8名
车手选择在阿陀岭上脱离大集团。这
其中的波兰CCC车手萨莫伊劳首个通
过阿陀岭坡顶，收获9个爬坡积分；尼科
洛则在下山后的第一个途中冲刺点抢
到头名，取得3个减秒。

“我们队伍的徐刚和博诺在开始阶
段负责控制集团，费拉利和帕里尼在冲
刺时帮助我，拿到这个赛段冠军是个不
错的成绩。我今天也通过减秒上升到
GC榜第二位了，希望我们能够在明天
的收官战保住它。”尼科洛说。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之所
以能连续举办9年，并且竞技水平和知
名度逐步提高，与一些热心支持比赛的
企业密不可分。“没有海南企业的大力
扶持，环岛赛很难达到现在这个规模。”
省文体厅负责人由衷地说。

第九届赛事总冠名商海南农信社
负责人说，与环岛赛一样，农信社也有
一支具有青春活力的“海南自行车银
行”——小额信贷童子军。他们“不喝
农民一口水、不抽农民一支烟、不拿农
民一分钱”，真心真情贴切有效服务，
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给农民发放贷
款，总额达140多亿元，惠及60多万农
户，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赞誉。赞助赛事，也实现了两
个品牌质的提升。

海马汽车赞助环岛赛9年，该公司

负责人表示，环岛赛是让世界了解中
国，了解海南的一个窗口，作为我国自
主汽车品牌的中坚力量，海马汽车对
这一国际性体育赛事的鼎力支持，助
力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形象的同时，
也将自主品牌的实力展现在世界面
前，这是海马连续9年赞助环岛赛的重
要原因，也符合海马汽车一直倡导的
绿色生活方式。

今年环岛赛，海马汽车提供的赛事
用车包括海马S7、M8、普力马等共75
辆，此外，海马还安排了专业的维修技术
人员跟随车队，为赛事保驾护航。

与绿地“奥体就在家门口”的理念
相同，环岛赛也因对海南除三沙外18
市县的全环，使全岛人民都能在家门
口体验到自行车运动带来的激情。本
届环岛赛第二赛段澄迈至海口的终
点、第三赛段绿地海口至文昌的起点，
都设在绿地海森林。绿地强势进军海

南岛，在海口“东进、西扩、中占据”，恢
弘手笔与政府战略合作开发灵山滨水
度假新城、五源河旅游文体中心、“骑楼
老街”历史旅游文化区、海长流生活度假
综合建筑群四大综合体。在三亚，绿地
斥巨资建红沙棕榈滩地块，全面助力海
南绿色崛起。

中粮海南作为在海南的中粮集团
成员单位，一直以来都践行大力支持建
设海南、宣传海南的责任，每年都积极
响应政府号召，依托亚龙湾这个统一开
发的4A级国家旅游度假区，开展具有
国内、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活动，利用旗下
的美高梅酒店、仙人掌酒店、亚龙湾景
区等资源，开展了新丝路模特大赛、国际
大力士冠军巡回赛、国际桥牌赛、环海南
岛帆船赛等活动，都与中粮集团倡导的
绿色、安全、度假产业开发等生活追求契
合，因而也促使其与环岛赛联姻。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

环岛赛缘何越办越好
离不开省内企业的大力支持

本报南昌10月27日电（记者林永成）第十
四届全国新闻界“井冈杯”网球大赛，今天在南昌
开拍，共27支媒体代表队的206名新闻工作者参
加角逐，来自宝岛台湾的媒体同仁也首次参与比
赛，海南新闻界共派出9人参赛。

全国新闻界网球赛事为丰富新闻工作者业余
体育文化生活、增强新闻工作者体魄、增加新闻工
作者交流与友谊而设。首届始于1996年，由浙江
省记协发起，至今已举行了十三届。

全国新闻界网球赛开拍

快男张天野因行凶被批捕
涉嫌故意伤害罪

据新华社洛杉矶 10 月 26 日电
（记者张超群）恐怖新片《死亡占卜》
在西方万圣节前最后一个周末上映，
借助万圣节的气氛登上北美电影票
房冠军宝座。

《死亡占卜》24日在美国和加拿大
2858家影院开画，周末三天入账2000

万美元。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死亡
占卜》的剧情和口碑都相当一般，只因
抓准万圣节来临之际观众对恐怖片的
好奇心理，票房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

观众给《死亡占卜》的评级仅为“C”
（平庸），美国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也
只为本片打出10％的电影推荐值。

相比之下，本周上映的另一部新
片《疾速追杀》在观众和影评人眼中更
具吸引力。这部由好莱坞明星基努·
里维斯主演的动作片周末在北美2589
家影院上映，3天收入1420万美元，位
列票房榜第二。观众打分“B”，“烂番
茄”网站给予高达86％的影片推荐值。

恐怖片《死亡占卜》北美票房榜登顶

环岛赛第8赛段比赛结束

奥获赛段冠军奥获赛段冠军
塞吉稳获总爬坡王

博尼法齐博尼法齐

聚焦
环岛赛

梅伊瓦

蓝波车队的博尼法齐奥率先冲过第八赛段终点。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被张天野捅伤者倒在体育场内

张
天
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