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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电影《爸爸的假期》将于2
月19日羊年正月初一上映，1月13日，
片方曝光一组霸气的星光大道海报，郭
涛、林志颖、张亮、王岳伦和田亮5位帅
爸均墨镜遮面，拎着行李气势逼人地走
上红毯，“春节票房我们承包了”的口号
更显示出对票房的超强信心。

此前，《爸爸的假期》发布的韩服版
海报和圣诞节海报都受到业界一致好
评，前者体现了电影的异国风情和制作
精良，后者则洋溢着热闹温馨的合家欢
气氛，给观众带来一股浓浓暖意。此次
的星光大道海报则不同于这两者的含
蓄、温和，星爸们大拼颜值，霸气走上红

毯，强势显摆市场霸气，显得气势逼人。
导演王岳伦悄悄告诉记者，别看爸

爸们都穿着时尚讲究，包括他自己在
内，其实在片中的假期却逃脱不了苦
命，有穿着亮眼西装脱裤救火的，有打
扮优雅去做保洁的，还要一起在果园
里、码头上摸爬滚打，他们完成了一系
列高难度的动作戏拍摄，许多搞笑画面
会带给观众意外惊喜。

林志颖日前在网上晒出儿子Kimi
录歌的照片，并爆料称正在录制电影
《爸爸的假期》主题曲。随后片方也证
实，主题曲确实由4位小主演Angela、
Kimi、石头和天天一起演唱。 （欣欣）

《火线英雄》上演萌犬来袭
本报讯 1月14日晚，江苏卫视《火线英雄》

节目将走进搜救犬基地，上演萌犬来袭，明星消防
兵们也将真正付诸行动。

上周节目中，王喜等明星消防员为班长林洪拍
摄了求婚短片，以满足其女友想要一个浪漫的求婚
仪式的愿望。节目播出后网友纷纷发表评论，称铁
汉柔情催人泪下，希望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

14日晚的节目中，星兵们来到山东济南搜救
犬训练基地，开始了他们与“汪星人”的相处之
旅。该基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两个搜救犬训练基
地之一，负责灾害事故现场的人员搜救和大型活
动的安保工作。而星兵们来到搜救训练基地的任
务，就是要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驯犬员。谁
的萌犬能顺利过关？谁的搜救犬不幸沦陷？《火线
英雄》将揭晓答案。 （欣欣）

《奔跑吧兄弟》创收视奇迹
本报讯 上周五晚，《奔跑吧兄弟》在新一轮综

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再次表现强势，凭稳固扎实
的观众基础收获奇迹般的4.206%的收视率，继连
续两周收视破3%后再攀新高，而其花絮类节目
《跑男来了》，也以近3%的高收视位列第二。

截至1月12日，《奔跑吧兄弟》微博话题已获
得超过113亿人次的阅读量，单期新增近20亿，
讨论量超过250万。无论是否播出日，该话题几
乎都长期稳居在综艺榜单榜首地位，名副其实地
成了当下综艺节目中的一大品牌。 （欣欣）

周望、周展、周本立
海口筝乐演奏会举行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陈
小婷）“盛世国乐，秦筝行天下——周望、周展、周本
立海口筝乐演奏会”昨晚在海南大学奏响，为2015
年首届中国（国际）海南国乐文化节拉开序幕。

音乐会上，《百花引》、《西部主题畅想曲》、《墨
客》、《秦土情》和《凄凉曲》等经典筝曲引人入胜。
著名古筝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周望，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古筝演奏家周展和青少年古筝
演奏者周本立登台献艺，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
中心副教授黄枕宇也应邀前来担任钢琴伴奏。

据悉，音乐会后，国乐文化将继续在海南绽放
精彩，古琴“琴书礼乐”公益讲座、全国古琴研修集
训班等活动将相继举行。此外，2015年首届中国
（国际）海南国乐文化节还将致力于探讨中国音乐
与书画文化、陶瓷文化、茶道文化、香道文化等传
统文化内容的交融。

本次音乐会由中国民族器乐学会、省音乐家
协会、省民族管弦乐协会联合主办。

投资3.5亿 拍摄耗时8个月 驯养3代草原狼参拍 羊年正月初一公映

《狼图腾》幕后都是国际大腕

本报讯 档期渐近，成龙贺岁电影
《天将雄师》宣传大招频出。近日，该片
联合阿里巴巴数字娱乐事业群明星产品
娱乐宝发布第5期项目，自1月9日开售
后仅用2.5天时间就将3000万元一抢而
空，刷新了单期项目最快售完纪录。

娱乐宝作为目前唯一将娱乐和电商
跨界融合的粉丝平台及产品，百元入伙
娱乐宝，网民只需出资100元即可参与
热门影视作品的“投资”，同时还有机会
享受影视作品提供的各种专属娱乐权
利。自娱乐宝面世以来，已参与投资合
作12部影片，不过在前4期项目中，每
期选择2部到4部电影组合同期发售，
而第5期仅选择了《天将雄师》一部电影

发售，可见娱乐宝对该片的超强信心。
据悉，娱乐宝第5期自1月9日零点

开售以来，仅用了2.5天时间，就将3000
万元的额度一抢而空。单期单部电影销
售3000万元的额度，超越了之前《狼图
腾》、《老男孩》、《露水红颜》等娱乐宝参
与投资合作的每期中单部电影的额度，
成为娱乐宝有史以来单片销售额最高的
王者，而仅用2.5天时间就销售一空的
神速，也刷新了单期售罄时间的纪录。

据悉，《天将雄师》作为2015年春节
档最受期待的IMAX3D传奇动作巨制，
将以2D、3D、IMAX3D和中国巨幕等
格式于2月19日羊年大年初一在全亚
洲同步公映。 （欣欣）

《天将雄师》在娱乐宝大卖
3000万元额度两天半抢完

《爸爸的假期》显摆市场霸气
喊出口号“春节票房我们承包了”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卫小
林）根据同名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狼图
腾》日前定下2月19日（羊年正月初一）
正式公映，记者昨天在海口中影南国影
城观看了长达1个小时的《狼图腾》拍摄
特辑，除了解到影片主演为国内一线大
腕外，还获悉该片幕后主创都是国际大
腕，而片中三段狼群戏更令人惊心动魄，
让现场观众感叹影片颇具大片气质。

加拿大聘来的驯狼师

片方负责人介绍，狼是无人能驯化
的，除非狼仔从睁开第一眼看到的就是
驯化它的人，否则它一辈子只跟随家族
生活而不被人类驯化。电影《狼图腾》筹
备之初就坚定信心一定要用真狼拍摄，
面对这一难题，片方从加拿大请来了世
界著名驯兽师安德鲁·辛普森，当时是
2009年，没想到有缘的是，当剧组找到
他时，这位素有“狼王”之称的驯兽师表
示2002年就看过《狼图腾》小说，他知道
会有人来找他，他等这个电话等了 7
年。辛普森到中国后用3年多时间，驯

化了3代草原狼，包括成年狼、幼狼、狼
仔等，都在片中有着精彩表现。

导演是动物电影之王

片方选择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
诺执导《狼图腾》，主要原因是因他执导了
多部动物电影，比如《熊的故事》、《虎兄虎
弟》等，都为中国影迷所熟知，当然，他执

导的艺术电影如梁家辉当年参与演出的
《情人》和《兵临城下》等片，也更为中国观
众了解，因此，《狼图腾》一片表现出了让·
雅克·阿诺电影一惯的艺术气质和大片色
彩，视觉和听觉效果都极具震撼力。

汪峰和“泰坦尼克”合作

作为一部剧情大片，好的电影音乐

是必不可少的。记者从拍摄特辑中了解
到，电影《狼图腾》的电影主题歌《沧浪之
歌》由我国著名摇滚音乐人汪峰演唱，而
影片配乐则由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
歌《我心永恒》的作曲家、好莱坞电影音
乐大师、美国传奇音乐人詹姆斯·霍纳
创作。这位音乐奇才1997年因《泰坦
尼克号》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
奖和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还两次获

得金球奖，其电影音乐代表作还包括
《勇敢的心》、《美丽心灵》、《阿凡达》等，
记者听到的《狼图腾》电影配乐雄浑激
昂，震撼人心。

拍摄制作耗时近两年

该片2012年 7月6日在北京顺义
的驯狼基地顺利开机，7月至12月着重
拍摄有关动物和自然的场景，而演员和
部分重场戏则于2013年5月至当年底
才完成，整个拍摄耗时8个月，而此后的
后期特效制作，则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整
个拍摄和后期制作总共耗时近两年时
间，全片总共投资 3 亿元，宣传投入
5000万元，达到了好莱坞大片的投资标
准（6000万美元），也可以说是国产电影
中投资甚大的一部大制作电影。“场面宏
大，制作精良，气势宏伟，著称诚意之
作。”海南业内人士如此评价。

2月19日，《狼图腾》将与《天将雄
师》、《钟馗伏魔：雪妖魔灵》、《爸爸去哪儿
2》、《爸爸的假期》和《神探驾到》5部国产
电影一起参与春节档影院的激烈竞争。

《狼图腾》导演让·雅克·阿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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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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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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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月14日17点，中国男足
将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展开亚洲杯小组
赛第二轮争夺。首战两队都取得开门
红，形势较为有利，本场比赛的胜者很
可能提前出线；而打平或输球，都有在
最后一轮争取出线的机会。

正式比赛国足明显下风

乌兹别克斯坦则是国足一大“苦
主”，从1994年广岛亚运会决赛男足失
利开始，到2007年朱广沪在亚洲杯小组
赛最后一战中0：3不敌“中亚狼”，再到
2011年亚洲杯乌队在已提前出线的情
况下仍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用一个平
局送国足出局，堪称中国队的“克星”。
自2001年世预赛2：0击败乌兹别克斯
坦后，在近14年来的正式大赛中，国足
还没有战胜对手的纪录。

历史上国足与乌兹别克有过9次正
式交锋，国足3胜1平5负处于下风；其
中3次热身赛过招国足战绩为2胜1负，
而在亚运会、世预赛以及亚洲杯等正式
大赛中，国足对乌兹别克1胜1平4负处

于明显下风。在正式大赛中，国足取得
的唯一胜利是在2001年9月的世预赛，
此后4战1平3负。

在亚洲杯历史上双方交锋过3次，
国足1平2负。其中在前两届赛事两队
都同组，中国队都是在开场不到10分钟
早早破门的情况下痛失好局，最终被淘
汰出局。

国足训练演练新阵

正常情况下，赢球不变阵，但考虑
到亚洲杯上每个对手的风格不同，佩兰
可能会对首发阵容的个别位置进行调
整。在赛前的分组对抗中，主力阵容悄
然发生了变化。

在第一场比赛中，梅方客串左后
卫，虽然发挥中规中矩，但最后还是因
为有一些紧张而导致抽筋，以至于中国
队不得不用掉一个换人名额。在12日
的训练中，之前客串中后卫的任航顶替
梅方出现在左后卫位置。

孙可因停赛缺席了同沙特的比赛，
此战孙可可以出场。在12日的训练中，

右边路暂时没有调整。但不排除次战
佩兰会安排孙可首发，这样吉翔与张呈
栋就可能会被撤下一人。

12日的训练，基本上每个人都回到
了自己熟悉的位置。不过，这只是一种
组合，实战中未必照搬。就算有意调整
阵容，佩兰也不会把调整的位置在训练
中全部亮出来。

保守求平非良策

从实力对比上看，乌兹别克斯坦占
优，再加上国足首战获胜处于有利形
势，因此此战可能会相对求稳，但这不
意味着佩兰会抱着“保守求平”的心态
和策略。

从乌兹别克斯坦的首战来看，他们
中前场的战术套路很多，其中老将杰
帕罗夫是球队的节拍器，中国队想要
限制住对手，首先就要限制住这位代
表国家队出场超过百场的老将。32岁
的杰帕罗夫曾两次获得亚洲足球先
生，他如今依然是乌兹别克的头号核
心，在击败朝鲜的比赛中，他全场70次

传球成功率高达85%，并送出锁定比
赛胜利的助攻。

国足上一战击败沙特多少有运气
成分，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实力在沙特之
上，国足要想取得理想结果必须有更多
的亮点，不能再寄望运气眷顾。乌兹别
克斯坦后防球员转身和速度相对较慢，
在进攻中，国足要争取得到更多突然提
速反击的机会。此外，乌兹别克斯坦的
两个边路在首战中表现抢眼，国足在强
化边路、尤其是右路进攻的同时，可适
当增加中路内切的战术。

■ 林永成

关注亚洲杯

韩国1：0科威特
第36分钟，南泰熙头球破门。

澳大利亚4：0阿曼
第27分钟，澳大利亚队开出

角球，麦凯伊轻巧将球拨入网内。
3分钟后，前锋克鲁泽杀入禁

区，将球打进。
上半场补时阶段，米利甘点球

命中。
第70分钟，尤里奇锦上添花。

国足今天战乌兹别克斯坦

战“苦主”国足或变阵阵

■ 阿成

北京时间 1 月 13 日凌晨，2014 年
度国际足联年度金球奖评选揭晓，C罗
以明显优势击败梅西和诺伊尔，连续第
二年捧得金球奖。虽说本届评选又爆
出个别选票被篡改等事件，但最终获奖
者就算不是众望所归，也属公平合理，
引起的争议也较小。

本届金球奖的归属悬念不大，事先
大多数人预测C罗将获奖。事后公开
的选票统计表明C罗的优势十分明显，
他的得票比梅西和诺伊尔加起来还
多。C 罗获得了 37.66％的选票，梅西
和 诺 伊 尔 则 分 别 获 得 15.76％ 和

15.72％的支持率；C罗得到全部544张
第一选票中的303张，梅西55张，诺伊
尔85张。

虽说有不少人认为本届金球奖应
颁给世界杯冠军德国队中的球员，但颁
给谁却是个大问题，德国队以整体表现
赢得世界杯，却无一致公认的出类拔萃
的角色。于是“门卫”诺伊尔一早就被
认定为“陪跑”的角色。但诺伊尔的得
票率与梅西如此接近，头名选票甚至比
梅西还多，这从另一个方面凸显C罗的
优势。

梅西主要败在俱乐部的战绩上。
过去一年皇马夺得了包括欧冠在内的
四座奖杯，C罗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反观梅西率领的巴萨，欧冠无缘
四强，在西甲和西班牙国王杯赛中，也
与冠军失之交臂。这种颗粒无收的局
面使得梅西与C罗在上半年就拉开了
差距。

在巴西世界杯的表现中，梅西的表
现当然好过C罗，但这并不能起到决定
性作用。虽然葡萄牙队表现不佳，但葡
萄牙并非夺冠热门，球迷也不会对C罗
过分指责。阿根廷虽然打入决赛，但遗
憾未能夺冠、而梅西在淘汰赛阶段表现
较小组赛逊色不少，他被评为世界杯最
佳球员还引起了很大争议。

C 罗和梅西过去一年展开了进球
“暗战”，在这条“战线”上，C罗也稍胜

一筹。C 罗连续 2 个赛季问鼎欧冠射
手王，创造 17 球的欧冠单赛季进球纪
录，以 31 球成为西甲最佳射手。本赛
季开始后，C罗的进球更显疯狂，仅仅
17轮比赛就打入26球。虽说梅西打破
了西甲历史进球纪录和欧冠历史进球
纪录，不过这种纪录是多年的累积，就
2014年的表现而言，C罗在联赛中超高
的进球率和打破欧冠单赛季进球纪录
的成绩还是略胜梅西。

C 罗已连续两年在金球奖评选
中力压梅西，金球奖奖杯也只差梅
西 一 个 。 梅 西 也
许有些郁闷，但没
必要丧气，金球奖
并 非 评 判 球 员 的
唯一指标，就球技
而言，C 罗比梅西
差不小。

C罗捧金球，挺合理

大
侃
台

C罗蝉联金球奖
北京时间1月 13日凌晨，2014年

度国际足联颁奖盛典在瑞士苏黎世举
行，C罗力压梅西和诺伊尔，蝉联金球
奖。图为C罗笑捧金球。 新华社发

海口迎春杯小组赛结束

4支球队直接进8强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

周才能）2015年海口市迎春足球赛暨甲级联赛今
天结束了小组赛争夺。21支参赛队伍经过小组
赛激烈比拼，决出了进军淘汰赛阶段的队伍。

按照竞赛规程，每个小组获得前三名的队伍
晋级淘汰赛阶段，4个小组头名南北队、老爷车
队、长丰队和海航队直接进入8强。4个小组的第
2名和第3名需通过交叉淘汰赛决出进入8强的
队伍。获得各组第2名和第3名的球队分别是：A
组御林军队和国兴队、B组424联队和天艺东环
队、C组劲酒队和东北群队、D组联合建工队和咔
咔队。

恒大签巴西现役国脚
转会费1500万欧元创中超纪录

据新华社广州1月13日电（记者王浩明）中
超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13日宣布，正式签下原巴
甲冠军克鲁塞罗队球星、巴西现役国脚里卡多·高
拉特·佩雷拉，转会费1500万欧元，签约4年。

高拉特是中超联赛引入的首位巴西现役国
脚，而恒大支付的1500万欧元、超过1.1亿元人民
币的转会费，也创造了中超新的转会金额纪录。

据了解，高拉特将在体检合格后于20日左右
飞赴西班牙同球队汇合冬训，新赛季将披上恒大
传奇外援穆里奇留下的11号战袍。

23岁的高拉特可胜任从前腰到中锋的前场
多个位置。巴甲联赛刚刚过去的赛季中，高拉特
贡献15粒进球和5次助攻。作为球队的头号射
手，为克鲁塞罗队连续两年夺冠立下汗马功劳。11月月1313日日，，中国队球员在训练中

中国队球员在训练中。。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NBA常规赛

魔术爆冷客场擒公牛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2日电 NBA常规赛

12日进行了4场比赛，主场作战的公牛队爆冷以
114：121败给魔术队。

公牛迎来了当家球星罗斯的复出，却爆冷输
给了排名远低于自己的魔术。罗斯全场拿下18
分、7次助攻，加索尔得到28分和14个篮板。但
魔术发挥更为出色，中锋武切维奇拿下33分、11
个篮板，奥拉迪波得到33分。

篮网队主场99：113不敌火箭队，篮网队老
将加内特首节就被驱逐离场。火箭队核心球员
哈登发挥了领袖作用，13投9中，出赛三节就得
到30分。

另两场比赛中，活塞队客场114：111战胜猛
龙队，凯尔特人队主场108：100逆转战胜鹈鹕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