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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中宝 通讯员刘
声智）首届“群文杯”全国声乐大赛总
决赛日前在北京举行，海南参赛选手
王雄以一首《父亲》感动全场，取得了
大赛青年组民族唱法金奖桂冠，为海
南声乐界赢得荣誉。

据介绍，经层层选拔，11月20日
至24日，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
文艺团体、高等院校、文化馆的声乐爱

好者数百人相聚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
大厅，参加了由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主
办的首届“群文杯”全国声乐大赛。

在总决赛上，海南参赛选手王雄
满怀深情地演唱了《父亲》这首歌曲，
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深深感动
了全体评委和现场观众，从上百名选
手中脱颖而出，最终夺取了大赛总决
赛青年组民族唱法金奖。

本报保城12月2日电（记者易
建阳 通讯员张劝劝）从11月26日到
今天，天津卫视《囍从天降》栏目组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取景拍摄。明星
嘉宾阿Sa到保亭毛感乡体验护林员
生活，朱丹和潘粤明到什玲镇八村村
委会最偏远村庄水贤村体验乡村教师
生活。栏目组希望通过镜头聚焦社会
中特殊群体的励志故事，传播正能量，
唤起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注。

据了解，《囍从天降》是天津卫视
推出的一档大型明星生活体验类公益
真人秀节目，和很多真人秀节目一样，
《囍从天降》也对明星们设置了任务，
让明星们体验故事主人公的真实生
活，与他们一起劳动，一起吃住。

毛感乡位于保亭西部，距县城37

公里，属高山区，地势险峻，这里是生
态保护核心区，护林人员生活较为艰
苦。阿Sa与毛感乡护林员代表朱红
忠一起上山护林，体会了护林员长途
跋涉的艰辛。

乡村教师王强在保亭八村小学水
贤教学点教书35年，这里是保亭最偏
远的村庄之一，离镇里20多公里，进
村的7公里盘山泥路开车要走近一个
小时，栏目组邀请朱丹体验王强的乡
村教师工作，除了“复式班”教学、“大
自然”教学、前所未有的“趣味乡村运
动会”等课程外，还要和王强一起照顾
孩子们的日常起居，朱丹还带着这里
的28个孩子，和王强一起走出大山寻
找支援，让这些身在海南却从未见过
大海的孩子见上了大海。

《团圆饭》周六登卫视
本报讯 大型家庭伦理剧《团圆饭》将于12月

6日登陆东方卫视梦想剧场。12月1日，该剧导演
徐纪周率编剧王力扶，主演李光洁、马苏、李健、傅
晶等亮相上海发布会，现场烹调了一锅“团圆饭”。

2010年，导演徐纪周执导的抗战剧《永不磨
灭的番号》收视爆红，揽获大小奖项20余项，毫无
悬念地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
程碑之一。而2014年末，这位擅长“硬汉”题材的
导演，却意外走出“硝烟弥漫”首度挑战家庭剧，为
观众悉心烹制了满是“亲情味道”的《团圆饭》。

市井气里的文艺腔，鸡飞狗跳的小清新，就是
《团圆饭》这部“小人物”生活传奇的主流价值，它
将塑造一个个独特个性的人物，使得团圆路上状
况百出，哭笑不得。 （欣欣）

华鼎奖公布百强榜单
本报讯 12月1日，第14届华鼎奖全球音乐

满意度调查百强榜单在京揭晓，7次格莱美奖得
主、刚摘得全美音乐奖“迪克·克拉克成就奖”的美
国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位居榜首。

华鼎奖组委会秘书长王堃介绍，此次榜单通
过对全国观众、听众的调查产生，从全球音乐数据
中心3万名音乐人中挑选出600名在2013年11
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有公开活动的音乐人
作为调查对象，评价标准涉及基础要素、聆听价
值、观众忠诚度。

榜单前10名有7名来自美国，除泰勒·斯威芙特
外，还有魔力红乐队、凯蒂·佩里、碧昂斯、嘎嘎小姐、
贾斯汀·汀布莱克、蕾哈娜，其余则包括来自英国的
萨姆·史密斯、单向组合以及来自韩国的组合EXO。

百强榜单产生后，将由专家和记者共同产生
提名名单，最终由观众、听众投票选出5个国际奖
项，明年1月在上海举行颁奖典礼。 （欣欣）

魏雪漫录《医生》主题歌
本报讯 12月3日晚，由浙江卫视与乐正传媒

联合原创的国内首档医疗真人秀康恩贝《因为是
医生》（简称《医生》）将继续呈现医生的真实故事。

据介绍，“明星妈妈”倪萍在首集节目登场后，尽
心尽责地照顾7位医生的起居生活，与他们谈心，在
短短的时间内与年轻的住院医生们建立起了深厚的
感情，被亲切称作“倪妈”。倪萍因腰伤反复发作，在
第三期、第四期节目中不得不靠助手搀扶步行。本
期节目中，7位医生收到了一个突然消息，倪妈腰伤
恶化，不得不遗憾离开节目，告别他们去治疗休养。

节目末尾，“大娃”吕昂自弹自唱了一首自己
原创词曲的《在路上》。作为《医生》的主题曲，也
首度完整呈现给观众。节目组透露，该主题歌由
魏雪漫亲自操刀录制。 （欣欣）天津卫视《囍从天降》保亭取景

首届“群文杯”全国声乐大赛落幕

海南歌手王雄获金奖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卫小
林）贺岁档拉开战幕后，第一个冲击贺岁
档的电影，便是华裔大导演吴宇森执导
的贺岁片《太平轮（上）》（简称《太平
轮》），该片于今天登陆海南各大院线后，
在排片比和票房收入方面都成了影院中
的佼佼者；在全国也一样，其排片和票房
收入处于第一优势，这是记者今天傍晚
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的。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把主要场次全
部投放到贺岁片的放映中来了，”海南中
视院线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天上映的贺
岁片就是吴宇森执导的《太平轮》，我们
一天排了近20场，明天还要增加场次。
而且从明天开始我们只排了3部影片，
主要就是放映《太平轮》。”

海口中影南国影城负责人也告诉记
者，虽然该影城今天还投放了7部电影，
但主要的放映场次都排给了贺岁片《太平
轮》，并且从12月3日起还将增加放映场
次。该负责人还从中影系统内部网上查

询得知，今天全国排片最多的电影就是
《太平轮》，占全国所有电影排片比中的
34.1%，从今天已经预告的明天的排片比
上可以看出，明天该片的排片还将上升，
今天显示的是34.25%，说明全国各地影
院均看好《太平轮》的市场前景。而在票

房收入方面，截至今晚9时，《太平轮》的
全国票房就已超过了2000万元，达到了
2266.02万元，与昨天全国总票房的4000
万元相比，达到了全国日票房的一半，这
说明《太平轮》的票房收入和排片比均毫
无悬念地占据着全国第一交椅。

新华社伦敦12月1日电（记者夏晓）《霍比特
人》系列电影第三部《五军之战》（简称《霍比特人3》）1日

晚在伦敦举行首映式。导演彼得·杰克逊说，这将是《霍比特
人》三部曲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

据英国媒体报道，杰克逊与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奥兰多·布鲁
姆等主要演员当晚在莱斯特广场奥蒂安影院参加了首映式。

很多影迷5天前就已开始在活动现场附近的街上露营，等待偶像到场。
53岁的杰克逊说，他虽然不使用社交媒体，但十分关心影迷们，“我和影

迷的区别在于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能拍电影，我在一个稍微不同的世界”。
杰克逊说，他在几周前才完成这部电影的所有剪辑，直到当天首映前

他也没看过这部电影的完整版，“我决定要等到今晚和观众一起看”。
这部以景色恢弘著称的影片依旧以新西兰为拍摄地，新西兰全国

150多个地点成为影片故事中虚构的“中土世界”的一部分。
据悉，这部时长近两个半小时的影片将呈现一个戏剧性结局，

为这一规模宏大的魔幻电影系列成功收尾。
本片将于12月12日起在英国上映。

贺岁片《太平轮》火爆上映
首映排片比和票房收入均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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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本周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

2014年海南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将于12月5日
至7日在海口琼山中学举行。本次比赛将有省内
30多所学校的500多人参赛。

本次比赛设男子17个项目、女子16个项目，
各项单项均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团体总分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奖杯，每创一项省
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纪录奖励5000元。

据新华社伦敦12月1日电 国际
足联1日公布了2014年金球奖的最终
候选名单，葡萄牙天王C罗，阿根廷巨星
梅西和德国门神诺伊尔将竞逐这一足坛
年度最高个人荣誉。

自国际足坛两大奖项——欧洲金球
奖和世界足球先生奖在2010年合并后，
梅西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完成
了三连冠霸业，不过去年C罗捧得金球
归打破了梅西的垄断，而诺伊尔则是自
2006年以来首位进入最终候选名单的
守门员。

作为上赛季金球奖得主，C罗此番
卫冕希望不小，他在2013－2014赛季
欧冠联赛打入了创纪录的17球率领皇
马夺得队史第十次欧冠冠军，此外还助
球队获得了西班牙国王杯冠军。新赛季

开始以来C罗状态如虹，在西甲12场比
赛狂揽20球和8次助攻，傲视群雄。

梅西虽然在俱乐部荣誉上四大皆
空，但今年年末他相继成为了西甲历史
射手王和欧冠历史射手王。相比老竞争
对手C罗，梅西在今夏巴西世界杯的表
现也要更高一筹，葡萄牙队连小组赛都
未能突围，阿根廷队则是杀入了最后的
决赛遗憾不敌德国队，梅西本人也获得
了本届杯赛的金球奖。

与两位进球如麻的球王PK，德国国
门诺伊尔最大的资本就是随德国队夺得
巴西世界杯冠军，同时将“金手套”将揽
入怀中。俱乐部方面，拜仁成为德甲、德
国杯“双冠王”也是诺伊尔手中的砝码。

根据日程安排，本年度金球奖得主
将于明年1月12日在瑞士苏黎世揭晓。

C罗梅西诺伊尔终极PK金球奖
梅西 诺伊尔 C罗

■ 阿成

北京时间12月2日凌晨，国际足联
金球奖最终三名候选人出炉：C罗、梅西
和诺伊尔。一名门将对垒两位超级球星
和射手的格局，让本届金球奖有些新
意。不过，虽然诺伊尔携世界杯冠军门
将的荣誉以及世界第一门将的声誉，还
有新词“门卫”的加分，恐怕也难以撼动
金球奖梅西、C罗“二人转”的局面。

足球先生的评选主要看个人表现和
所在球队的战绩。团队荣誉方面，诺伊
尔远抛其他两人，他不仅是世界杯冠军
德国队的主力门神，还助拜仁夺得德甲

和德国杯双料冠军。但在个人表现上，
C 罗、梅西的星光则让诺伊尔“隐形”。
C罗、梅西本赛季的进球表演太过耀眼，
媒体一直不停追踪着他们进球、破纪录
的轨迹。诺伊尔主要吃亏在门将这个位
置，人们很少看到关于门将扑救的数据
统计，对门将来说，通常是越朴实越保
险、越沉默越令人放心。诺伊尔的“高
光”时刻是在世界杯期间积极出击充当
后卫，此举促使了“门卫”一词的诞生。

但反过来看，这也说明了门将这个位置
平常不受人关注。事实上，在金球奖以
及各类足球先生的评选中，门将当选属
凤毛麟角。

看来，诺伊尔要想当选，主要得看世
界杯冠军这一最硬的“硬件”到底在评委
们的心中有多大分量了。不知是对这些
年国家队大赛的冠军队屡屡落选金球奖
不满、还是对梅西、C罗“二人转”产生审
美疲劳？包括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在内

的不少圈内人士呼吁：本届金球奖应该
颁给德国队阵中的球员。但就算金球奖
必须出自德国队，穆勒、克罗斯、格策等
一众球员似乎也都有资格代表德国队领
奖。这种状况说明了一个事实：德国队
的冠军主要来自团体的力量，而在个人
奖项评选时，容易造成选票分流。

按金球奖评选规则，媒体记者、国家
队主帅、国家队队长的选票各占三分之
一，选票填写 3 人，依名次各计 5、3、1

分。按以往评选的情况来看，媒体记者
的选票还算客观公正，但这并不表示诺
伊尔能从这里得到更多头名票数或更多
的分值，记者们心中的“秤”各不相同，并
非都与普拉蒂尼看法一致；而投德国队
球员的记者，并非都投诺伊尔；至于国家
队主帅和队长的选票，那就显得随意和
混乱了，大多数人会
偷懒，按名气填写。

如此看来，本届
金 球 奖 依 旧 是 梅
西、C 罗“二人转”，
就看这次转到谁手
里了。

金球奖依旧“二人转”

大
侃
台

本报海口12月 2日讯（记者林永
成）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角逐，“广安堂
杯”第二届2014年海南省羽毛球俱乐部
联赛日前在海口博豪羽毛球馆落幕，天
鑫俱乐部夺得甲级联赛冠军。

本届比赛11月9日开赛，共有来自
我省各市县的44支代表队共688人参
赛，是目前我省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业
余羽毛球赛事。比赛分甲、乙级别，甲级

最后三名降级，乙级前三名晋级，甲级倒
数第四与乙组第四名进行附加赛，争夺
最后一个甲级名额。

在甲级联赛中，实力雄厚的天鑫俱
乐部以13次胜次夺得冠军，百年天鑫队
和扬羽青年队分获第二名和第三名。保
级战争夺更为激烈，处在降级边缘的6
支球队在最后一天比赛中展开激烈争
夺，最终龙羽俱乐部落在甲组倒数第四

名，不得不参加附加赛。
在乙级联赛中，头号种子省防汛抢

险队一路高奏凯歌夺得冠军，并晋级甲
级。范氏俱乐部和羽动天下俱乐部分
列第二名和第三名，也获得甲级联赛
资格。乙级第四名屯昌羽协队与甲级
倒数第四名龙羽俱乐部进行附加赛，
争夺最后一个甲级名额，最终龙羽俱
乐部轻松获胜，搭上下一届甲级联赛
的末班车。

甲级前三名获得奖金 6000 元、
4000元、2000元；乙级前四名获得奖金
1000元；此外，参加本届联赛的每个甲
级俱乐部均获得补贴2000元。

“广安堂杯”省羽毛球俱乐部联赛收拍

天鑫俱乐部夺甲级冠军国际泳联年度颁奖
扬起“中国风”

NBA最新一期实力榜

西部球队雄霸前五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1日电（记者李博闻）

NBA官方1日公布了最新一期NBA实力榜，金
州勇士队和孟菲斯灰熊队因上周的出色战绩分
列实力榜一、二位，而实力榜前五的位置全部归
属了西部球队。

勇士目前已经豪取九连胜，以14胜两负的战
绩笑傲联盟。他们在客场面对胜率超过50％的
球队取得了4胜1负的好成绩，这一点也让勇士
坐上了第一的宝座。

灰熊上周面对湖人、开拓者和国王取得三连胜，
其中对阵开拓者的比赛灰熊全队命中率达到54％，
而另外两个对手也都是刚刚取得连胜的球队。

上升八位的雷霆成为上周进步最快的球队，
下降四位的鹈鹕退步最大。

上周NBA实力榜完整排名（1－30）如下：勇
士、灰熊、马刺、开拓者、小牛、猛龙、快船、火箭、
公牛、奇才、骑士、热火、国王、老鹰、太阳、雄鹿、
掘金、鹈鹕、步行者、雷霆、魔术、凯尔特人、网队、
森林狼、湖人、爵士、尼克斯、黄蜂、活塞和76人。

特鲁西埃出任
杭州绿城主帅

据新华社杭州12月2日电（记者夏亮）杭州
绿城俱乐部2日通过其官方网站正式宣布与法国
籍主帅特鲁西埃签署工作协议，特鲁西埃将带领
球队征战2015赛季。

特鲁西埃因在日本国家队执教期间的成功经
历而被中国球迷所熟知。在其执教期间，日本队
接连夺得亚洲杯冠军、联合会杯亚军、并在随后的
韩日世界杯上历史性闯入16强。

2011至2013年，特鲁西埃首次来到中国执
教。在他执掌深圳红钻期间，尽管球队从中超降
级而他最终未能率领球队重返中超，但其执教水
平还是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认可。

杭州绿城通过其官方微博表示：“经过交流协
商，双方对新赛季球队成绩、足球理念都相互认
可，最终达成一致。”

当地时间 12月 1日，2014年国
际泳联的年度颁奖典礼在卡塔尔多
哈举行，中国选手黄雪辰、刘蕙瑕、曹
缘分别获得“年度最佳花样游泳运动
员”奖、“年度最佳女子跳水运动员”
奖与“年度最佳男子跳水运动员”奖。

右图为中国选手黄雪辰（右）与刘
蕙瑕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