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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日凌晨，结束了6个
月收容教育的黄海波在微博里首次发声
向公众道歉：“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做出
了错误的示范，愧对于观众朋友们的喜爱
支持”，并称“所有对我的惩罚，我全盘接
受，未来，我将会用很长一段时间来反思
和沉淀自己，并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今年5月15日，黄海波在嫖娼时被
警方抓个正着，先是被处以15日行政拘
留，随后被收容教育6个月。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9月29日正式下发“封杀劣
迹艺人”的通知，“吸毒”“嫖娼”等行为被
点名，而由“劣迹艺人”参与制作的电影、
电视节目、网络剧、微电影等也被要求暂
停播出。因此，即使黄海波收容教育期
满，他也将继续面临事业难题。 （钟新）

以下为黄海波微博全文：
各位好。事发至今，恍若隔世。关

于我的事情终于可以亲自向大家有所

交代。真诚地向全社会说一句：对不起！
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做出了错误

的示范，愧对于观众朋友们的喜爱支
持，也给合作伙伴们带来了重大损失和
诸多困扰。

事已至此，所有对我的惩罚，我全
盘接受。未来，我将会用很长一段时间
来反思和沉淀自己，并用实际行动回馈
社会。

黄海波 2014年12月1日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卫小
林）海归青年钢琴演奏教师鲁禹君钢
琴独奏音乐会，将于12月3日晚8时在
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

据介绍，鲁禹君为本场独奏音乐
会作了精心细致的准备。演奏会上，
她将演奏巴赫—布索尼《D小调恰空舞
曲》、崔炳元钢琴组曲《西藏素描》等一
系列国内外经典钢琴名曲，届时，将给
现场乐迷献上一场钢琴音乐盛宴。

据悉，鲁禹君1988年出生于吉林，
现为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年钢琴教
师，省钢琴学会会员。她5岁开始习琴，
2002年考入沈阳音乐学院附中，2007
年考入乌克兰敖德萨尼日丹洛娃国立音
乐学院钢琴演奏与理论专业，2009年至
2014年间，已成功在国内外举办8场个
人独奏音乐会，获得业界好评。

音乐会由省音协、省钢琴学会、海
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联合主办。

《好运镖局》昨晚登场
本报讯 江苏卫视《一起来笑吧》已成为每周

一晚观众的共同期待。12月1日晚10时，全新系
列剧《好运镖局》闪亮登场，讲述糊涂镖师的倒霉
经历，一连串意外状况引发全新喜剧效果。上周
反响良好的三个小品《最强捕快》、《鼠兄龙弟》、
《老舅和外甥》，12月1日晚都上演“续集”，原班
人马重装上阵，演绎完全不同的搞笑剧本。

据介绍，本期节目中，捕快小赵和一直苦苦追
捕的江洋大盗终于正面碰撞，这对情理中的老对
手，现实中的“老朋友”又闹出了哪些笑话呢？江
洋大盗欲出手伤人，小赵却以为这是朋友在给自
己敬礼送行；江洋大盗转移作案现场被抓现行，小
赵却视而不见反方向追击凶手；江洋大盗最后被
逼无奈承认罪行，小赵却以为对方在跟自己开玩
笑…… （欣欣）

《梦想秀》背后故事催泪
本报讯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几个电视从业者

执笔的故事吸引了大家的视线。认证身份为“浙
江卫视《中国梦想秀》导演”的潘喆与叶青盛等年
轻编导们，将自己和追梦人不为人熟知的故事写
进长微博，讲述了《梦想秀》背后的故事。

知名微博@思想聚焦、@清华南都等表示，还
好有坚持梦想的追梦人，还好有脚踏实地的电视
人，让我们再一次相信，绝人之路在眼前时，再试
一次，说不定就会有希望。网友也留言评论道：

“越来越浮躁的生活里，看到这样的文字，心能够
静下来。”网友@小耗子的迷茫留言说：“我记得工
友们在梦想秀上的故事，但背后编导的付出我觉
得更加可贵。没有这段视频，就不会有那时候的
梦想反转。谢谢你，可爱的编导！” （欣欣）

柯有伦上《我不是明星》
本报讯 12月 1日晚，浙江卫视《我不是明

星》播出第五季第5期。本期节目中，有台湾著名
导演、演员柯受良之子柯有伦和著名演员岳红之
女岳以恩登场。

柯有伦在接受采访时自曝，长大后自己进演
艺圈打拼，第一次做替身就被刘德华踹懵了；岳以
恩第一次登台，虽然没有邀请助阵嘉宾，不过现场
她却得到了著名演员买红妹的惊喜助阵；同样没
邀请助阵嘉宾却得到惊喜助阵的，还有张惠妹胞
妹张惠春，儿子女儿的现身，令她现场激动落泪；
汤镇宗之女汤洛雯本期请到了曾在1990年版《封
神榜》中与父亲合作过的著名演员傅艺伟现身为
自己助阵。傅艺伟坦言，当年在拍《封神榜》时，因
为语言不通，和汤镇宗演对手戏都得靠眼神交
流。 （欣欣）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王黎
刚）石家庄恒爱残疾人艺术团的特殊演
员们昨晚为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
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文艺节目，用他们
残缺的躯体诠释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演出近两个小时，节目精彩感人，
催人奋进，传递着积极向上、自强不息

的正能量，令现场观众感动不已。
石家庄恒爱残疾人艺术团前身为

石家庄燕赵艺术团，成立于1996年，是
集音乐、舞蹈、杂技、器乐演奏于一体的
残疾人综合文艺表演团体，每年演出近
300场，演出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曾荣获
文化部“全国优秀演出艺术团体”称号。

鲁禹君钢琴独奏音乐会明晚举行

石家庄残疾人艺术团海口演出

《一步之遥》《智取威虎山3D》《太平轮（上）》领衔

贺岁大战本月精彩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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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卫小
林）进入12月份也就意味着进入了传统
意义上的贺岁档期，那么本月将有哪些
影片为贺岁档的海南影院增光添彩
呢？记者今天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12
月份将有《一步之遥》、《智取威虎山
3D》、《太平轮（上）》等国产大片上映，贺
岁大战也将在它们带领下精彩打响。

海口中影南国影城负责人告诉记
者，贺岁档第一部值得推荐的国产影
片，将是 12 月 18 日上映的《一步之
遥》。该片由姜文导演，集中了姜文、葛
优、舒淇等明星，它有望像当年同为姜
文执导的《让子弹飞》一样再度引出票
房井喷。

海南中视院线负责人表示，12月2
日上映的吴宇森新片《太平轮（上）》，将
掀起今年贺岁档第一个观影高潮。由
于该片是华裔大导演吴宇森执导的新

片，同时影片又集结了章子怡、金城武、
黄晓明、佟大为、宋慧乔、长泽雅美等
中、韩、日明星，再加上它描写的是太平
轮沉没事件，有“中国的《泰坦尼克号》”
之称，早已引起了影迷的强力关注。

海南银龙院线负责人则表示，徐克
导演的战争题材电影《智取威虎山3D》
同样有望成为卖座大片，理由在于，一
是该片改编自著名长篇小说《林海雪
原》，拥有众多拥趸；二是《智取威虎山》
故事吸引人，不同的文艺作品已经早有
演绎，宣传可谓广泛；三是徐克导演近
年执导的影片全都是卖座片，从《七剑
下天山》，到《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和《狄
仁杰之神都龙王》，票房都很高；四是
《智取威虎山》既是战争题材，又是3D
格式，将十分吸引眼球。该片12月24
日上映，有望促使元旦档期全国票房井
喷式增长。

业内人士认为，贺岁档期里，爱情
片往往也有料想不到的收获，而由青春
电影名导演张一白执导的《匆匆那年》，
就将从12月5日开始引发影迷的观影欲
望。该片云集了观众喜爱的明星彭于
晏、倪妮、郑恺等人，加之有九夜茴同名
原著小说的影响力，票房很可能出现惊
喜。另外，还有《我的早更女友》（12月
12日）、《微爱之渐入佳境》（12月24日）、
《37次想你》（12月24日）等几部同类型
电影上映，也能满足影迷的不同选择。

而同样是战争题材，韩国影片《鸣
梁海战》则将早于徐克的《智取威虎山
3D》，从12月12日开始上映，该片虽然
没有3D格式，但它在韩国上映时还是
引发了强大观影热潮，创下
了韩国电影史上
最 多

观影人数的纪录，甚至超过了美国大片
《变形金刚》在韩国的观众人数，业内人
士看好它在中国影院的表现。

至于周星驰导演的《功夫3D》，业内
人士则显得有些谨慎，因为该片是周星
驰10年前的旧片，此次以3D格式重新
制作上映，星爷是花了钱重新制作的，
但鉴于前段时间内地影院重新上映星
爷的经典影片《大话西游》三部曲遭到
了冷遇，因此《功夫3D》的前景大家并不
乐观。

2014年12月2日 星期二B08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林永成 美编：王凤龙综合体育新闻

本报讯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
为世界围棋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吴清源老
先生，于11月30日凌晨1时11分（北京
时间0时11分）在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
市内的医院病逝，享年100岁，他是因为
过度衰老而去世的。

吴清源的家属已经准备在12月3

日为他召开告别仪式，其二儿子吴昌树
将会为他主持发丧会。

吴清源1914年6月12日生于中国
的福建省，父亲名吴毅，是家中的第三个
儿子。少时即有围棋天才之称，14岁的
时候赴日，投入日本棋院濑越宪作名誉
九段门下。第二年被日本棋院授予了三

段，1950年获得九段。1979年归化日
本国籍。他作为日本围棋黄金时代的第
一人，被称为日本的“昭和棋圣”，和木谷
实一起创建了“新布局”。

1933年，吴清源和木谷实五段（当
时）一起将原来重视边角的布局法改为
了更重视中腹的“新布局”，创建了现代

围棋的骨架。
1939年，在《读卖新闻》创建的10

番棋大战中，吴清源和7名日本的顶级
棋手10次对阵，到1956年为止，吴清
源将所有对手都击败，成为围棋界的第
一人。

（小新）

围棋泰斗吴清源逝世 享年百岁

围棋界泰斗吴清源11月30日凌晨
1时许在日本神奈川一家医院去世，享
年100岁。

吴清源1914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
（今福州市）。他因小时候患病无法从事
剧烈运动，遂于7岁时开始学习围棋，潜
心研习其父赴日留学时带回国的日本棋
谱。他每天学棋十余小时，一边手捧棋
谱，一边落子推演，以至于手指变形。数
年后，他在当地难逢对手，被誉为“神
童”。

1923年，他随父北上，在北京和顾
水如等当时全国顶尖棋手切磋棋艺。后
在顾水如引荐下，他和段祺瑞对战，事后
获其赞助学费。不久，吴清源这一“天才
少年”名震京城围棋界，其天赋受到濑越
宪作等在华日本棋手赏识。

1928年，吴清源东渡日本，当时年

方14岁，第二年被日本棋院授予三段资
格。1933年，吴清源和日本棋手木谷实
创造出新布局打法，引发一场围棋革
命。不久，两人合著的《新布局法》一书
出版，风靡一时。

1939至1956年间，吴清源在十番
棋对局中击败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等
全日本最顶尖的七位超级棋手，被称为

“昭和棋圣”。他以“95盘擂台赛式”的
“十番棋”，令当时日本棋坛所有大师全
部降级，创造“吴清源时代”。

1984年退役后，吴清源仍刻苦钻
研，先后出版《21世纪围棋》等著作。年
逾90岁后，他还在围棋杂志上发表战局
解说文章，对围棋的激情从未衰减，一直
孜孜不倦地探寻围棋世界的真谛。晚
年，他发明“21世纪围棋”，抛弃功利性，
改为提倡艺术价值，揭示围棋的高远境
界。他还希望通过围棋实现世界和平，

“均衡、和谐”可谓吴清源一生追求的围
棋信念。

引退后，吴清源还专注于栽培年轻

后辈，得意门生包括日本名誉天元林海
峰、世界围棋史上第一个女子九段棋手
芮乃伟等棋坛名人。他还经常举办棋艺
研究会，毫无保留地热心指导后起之秀。

2012年，在日本《围棋周刊》评选的
“受欢迎、受尊敬棋手排行榜”中，吴清源
名列第一。

步入暮年后，吴清源在神奈川县小
田原的一个养老院静养。据《读卖新闻》
报道，今年6月，在百岁生日宴上，亲朋
好友合唱生日快乐歌时，他还面带微笑，
精神矍铄。吴清源还在生日宴上说，期
待中日通过围棋进一步加深友好关系。
但在11月30日凌晨，其身体状况突然
恶化，不幸离世。有人说，他只是换一个
世界下棋。其告别会定于近日举行。

新华社记者 沈红辉
（据新华社东京12月1日电）

换一个世界下棋
——棋圣吴清源的百年人生

图为2004年9月27日，吴清源（左）
和夫人在云南大理游览。 新华社发

本赛季NBA只剩下一支球队还未
尝到胜利的滋味，费城76人队上一场输
给小牛后，16连败创下队史最差开局，
并成为NBA历史第五支赛季开战连输
16场的球队。76人何时能够获得新赛
季首场胜利？成为有点另类的热点。北
京时间12月2日，76人将在主场战卫冕
冠军马刺，17连败看来在所难免。

两支球队实力相差悬殊，在防守上的
差距尤其大，马刺场均只让对手得到92.7
分，高居联盟第一；而76人场均失分高达
105.7分，排在联盟第27位，也就是倒数
第4位。而76人本赛季的进攻更为糟糕，
场均只有90.8分进账，联盟垫底。76人
队连败，马刺队则状态颇佳，已豪取7连

胜。还有一个数据是：马刺队在常规赛取
得了对阵东部球队的15连胜。

尽管球队连战连败，76人主帅布朗
仍不气馁，“我不希望球员们担心战绩。
大家要做的是保持团结继续前进。”布朗
认为胜利即将来临，他们的付出一定会
有回报。“我们还没有获得胜利，这令人
心碎，”布朗补充道，“不过我感觉就要发
生了，我认为球员们的努力会获得奖励，
我希望能够尽快实现。”

76人的胜利终究会到来，但恐怕很
难发生在下一场。76人要想在马刺身
上结束赢球荒，除非马刺主帅波波维奇
马放南山让主力队员休整，才有机会。

■ 林永成

76人难逃17连败
■ NBA常规赛前瞻

本报讯 北京时间12月1日，洛杉
矶湖人终于在主场反弹，他们经过加时
赛以129：122战胜多伦多猛龙，结束四
连败。湖人能够触底反弹，最应该感谢
的就是科比，他用出色表现带领球队获
胜。与此同时，科比还迎来一个里程碑
时刻，他成为 NBA 历史上至少得到
30000分和6000次助攻的球员。

本场比赛之前，科比的生涯助攻数
是5991次，他今天送出12次助攻，这让
其生涯的助攻数达到6003次，他成功突
破6000次大关。在完成这一里程碑之
后，科比还成为联盟历史上仅有的一个
生涯至少得到30000分和6000次助攻
的球员。

在联盟得分榜上目前只有3个球员
排名科比之前，他们分别是贾巴尔、马龙
和乔丹。虽然贾巴尔和马龙都在联盟中
打拼了足够长的时间，但他们毕竟是内
线球员，因此他们在助攻数上都不及科
比，贾巴尔生涯有5660次助攻，马龙是
5248次。乔丹是得分领先科比的唯一
一个后场球员，可惜他只在联盟中打了
15个赛季，他的助攻数是5633次，也没
有达到6000次，这让科比成为30000+
6000俱乐部的唯一一人。

本赛季外界频频批评科比投篮过多
的表现，最近一段时间他的改变相当明
显，他已经越来越注意用传球给队友们
创造机会。 （小美）

科比迎来新里程碑
成为NBA首位得到30000分+6000助攻的球员

科比（左一）在与猛龙队的比赛中后
仰跳投。 新华社发

海南一业余车队
出征中国自行车联赛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王黎刚）来自海
南天涯骑驴俱乐部车队的李瑞、杜观、丁庆国、张
亚怀4名队员，前天参加中国自行车联赛贵州·兴
义万峰林站的比赛。

天涯骑驴俱乐部车队领队林方健表示，他希
望中国自行车联赛能在海南举办一站。他介绍，
此次参赛的4名队员中，有2名是刚刚在今年海口
市联赛上获得年度积分双冠的李瑞和杜观。天涯
骑驴车队一直活跃在海南省内的业余自行车赛事
中，这次能够出岛参赛，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
骑行体验和提升骑行技术的机会。

11支健身操舞蹈队
相聚海南切磋舞技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罗孝平）今天下
午，由海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海南省老年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南海网承办的2014年全国中老年健身舞
汇演在海口举行。

全国11支中老年广场健身操舞蹈队相聚海
口，以舞会友、切磋舞技。欢快的舞曲，活力的身
姿，让人很难想象这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广西壮族自治区
体育局健之队以9.88分的最高分获得特等奖；海
南省临高玲珑健身队获得一等奖。比赛结束后省
外的8支队伍将开启5天的“候鸟”过冬海南深度
体验游，享受海南灿烂的阳光和洁净的新鲜空气。

■ CBA联赛前瞻

辽宁不败金身何时破？
已豪取13连胜的辽宁队被视为本赛季CBA

的夺冠热门。辽宁队的连胜步伐何时终结？也
许就在后两轮比赛，因为辽宁队接下来将对阵浙
江广厦和卫冕冠军北京两支强队。

北京时间12月3日，辽宁队将在第14轮比赛中
主场对阵浙江广厦队。广厦队是本赛季进步很大的
又一支球队，目前他们11胜2负排名在辽宁队之后
居第二，当然有资格充当阻挡辽宁队连胜的候选。
此场比赛，主场作战的辽宁队胜面当然更大，但如果
辽宁队继续慢热，广厦队并非没有爆冷获胜的机会。

接下来12月5日的第15轮比赛，辽宁队将在
客场对阵卫冕冠军北京队，此战是对辽宁队的更大
考验，经验丰富的北京队想必有限制辽宁队疯狂势
头的办法。如今这支辽宁队，似乎有3年前北京队
崛起的影子，他们能否复制当年北京队的神迹？这
种“关联”让这场对决更具看点。 ■ 林永成

围棋泰斗吴清源。 小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