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冠资格赛（17日）
中央水手VS广州富力
（16:30 CCTV5+直播）

北京VS曼谷
（18:00 北京体育直播）

欧冠（18日）
巴黎VS切尔西

（03:45 CCTV5直播）
矿工VS拜仁

（03:45 CCTV5+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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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 16日讯（记者王黎
刚）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5年第6届环
岛国际大帆船赛工作会议上获悉，本届
比赛3月21日至28日举行，目前已确认
40支船队报名参赛。

本届海帆赛工作方案经省政府批准
并下发各相关单位及部门。赛事执委会
各工作部门已确定，共设办公室、竞赛
部、策划宣传和市场开发部、后勤保障
部、航行安全保障部、医疗卫生防疫和食
品安全保障部6个工作部门。在已报名

的40支船队中，参加环岛拉力赛13支、
三亚—万宁拉力赛20支、珐伊18R组7
支。其中，包括我省首支由专业帆船运
动员组成的大帆船队“海口号”、由琼州
学院在校生组成的三亚队、在2014年征
战欧洲五大顶级帆船赛并获得不俗战绩
的香港船队“尚风号”、独臂船长徐京坤，
以及2支来自俄罗斯YC Navygator俱
乐部的队伍。船队报名延期至2月21
日，预计参赛船队还会增加。

本届赛事分为 IRC1-5 组、珐伊

18R统一设计组，共 6个组别，IRC1、
2组参加三亚和海口场地赛以及环岛
拉力赛；IRC3、4、5 组参加三亚和万
宁场地赛以及三亚往返万宁、陵水拉
力赛；珐伊18R统一设计组只参加三
亚场地赛。

大赛确定经停港口并完成仲裁及裁
判聘请工作。本次比赛的停泊港口分别
是半山半岛三亚帆船港、海口秀英港1
号码头、万宁石梅湾国际游艇会、陵水清
水湾国际游艇会，目前已完成对各港口

及比赛的场地勘察。海口秀英港1号码
头在去年被台风损坏，赛事组委会正与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合作修复，并将
在赛事结束后作为我省帆船运动基地长
期使用。和往届比赛相比，本次比赛增
设陵水清水湾作为经停港，为参赛船队
提供更多的航线选择。仲裁及裁判邀请
工作正在积极推进，继续聘请国际帆联
竞赛委员会主席伯纳德·邦奴为第六届
海帆赛赛事顾问及技术总监。

通过户外广告、赛事海报、杂志广告

等手段，本届环岛国际大帆船赛在对外
宣传方面下足了功夫。2014年11月在
西班牙的国际帆联年会期间，海帆赛举
办了推介会。组委会已经与CCTV-5、
华夏时报、体坛周报、海南日报、海岸生
活等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跟踪发布赛
事相关报道。2月4日至3月5日，海帆
赛15秒赛事宣传片将在遍布全国70个
大中城市繁华商业区的100块万达广场
LED大屏进行播放，预计覆盖人群达
1.8亿人次。

2015年环岛国际大帆船赛共设6个组别

40支国内外船队参赛

新华社纽
约2月15日电

2015全明星周末的重
头戏全明星正赛15日

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上演，
西部明星队以163：158击

败东部明星队。雷鸣队球星韦
斯特布鲁克轰下全场最高的41分，
夺得MVP（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我想韦少是一上来
就奔着MVP去的，他的
表现难以置信，他是联盟
中天赋异禀的球员，他对
于比赛的渴望、他的运动
能力以及对于比赛的掌控

都非常出色，而今晚他把这些
都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于韦斯特

布鲁克，詹姆斯赛后给予了很高评价。
首节结束，火箭队的哈登独得13

分，雷鸣队的韦斯特布鲁克上演了一记
压哨暴扣，帮助西部队以47：36领先东
部队。半场结束时，西部明星队以83：
82暂时领先，韦斯特布鲁克得到27分，
哈登15分，库里和阿尔德里奇各得10
分。骑士队的詹姆斯以22分领先东部

队，老鹰队的科沃尔得到12分。
第四节7分34秒，詹姆斯命中一

记三分，帮助东部以138：137反超。
但韦斯特布鲁克砍下全场最高的41
分，带领西部再度领先。最后2.8秒，
东部以158：161落后，安东尼和詹姆
斯在一个回合内先后3次出手三分未
中，西部笑到最后。

哈登砍下29分、8个篮板和8次
助攻，阿尔德里奇得到18分，库里和
保罗分别得到15分和12分。东部方
面，詹姆斯得到最高的30分，老鹰射
手科沃尔三分球12投7中得到21分，
奇才队的沃尔贡献19分，主场作战的
尼克斯球星安东尼得到14分和7个
篮板。

在文化娱乐极大丰富的纽约，本
届全明星在文艺表演方面可谓颇下工
夫。中场时引入上百观众进入内场，
将中场表演打造成了一场小型演唱
会。当今全美炙手可热的22岁流行
女歌手阿里安娜·格兰德登台献艺，著
名饶舌女歌手尼基·米纳杰也上台助
唱，配上无与伦比的灯光音响烟火特
效，将现场气氛燃至沸点。

■ 新华社记者公兵 汪涌

亚足联改选将于今年4月底开始，
现任亚足联第一副主席张吉龙被东亚足
联推选为亚足联副主席东亚区唯一候选
人。他在1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表示，如果竞选成功，将为中国足球、东
亚足球乃至亚洲足球尽到中国应尽的责
任和义务，自己将为此不遗余力。

15日在京举行的东亚足联执委会
会议上，张吉龙被推选为亚足联副主席
东亚区唯一候选人，同时日本足协副主
席田岛幸三和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被推
选为国际足联执委候选人。张吉龙在闻
听此消息后表示，成为亚足联改选副主
席东亚区唯一候选人，看得出东亚足联
对中国的信任，对东亚地区在亚洲发挥
重要作用充满信心。

“虽然我成为唯一候选人，但必须在
亚足联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后才能正式
就任。如果竞选成功，我今后4年还要
不断为东亚足球特别是中国足球，乃至
亚洲足球尽到中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我首当其冲、责无旁贷。亚洲足球正在
崛起，而通过澳大利亚亚洲杯我们也可
以看到中国足球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
技术含量也在提升，我也应该不遗余力
地为中国足球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中国足协相关人

士时获悉，作为东亚区唯一候选人，张吉龙
当选亚足联副主席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在解释中国足协为何推选张吉龙参选时，
这位人士表示，“张吉龙德高望重、一言九
鼎，受到拥护和支持，在这个圈子里面目前
看来是最合适的人选。至于体制限制（张
吉龙已从国家体育总局对外体育交流中心
退休，不再是‘体制’内的人，本应在此次亚
足联副主席任期满后卸任）相对于工作本
身来说没有那么重要，还是应以事业为重，
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和传帮带，并为未来新
的人员的交接做一些铺垫”。

“同时，他也是中国足协副主席，是
不可或缺的人物，还可以继续发挥自己
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年亚足联换届的
背景下，张吉龙说话具有相当的分量，对
中国足球和亚洲足球的未来格局起到稳
定的作用。”

为何不让张吉龙竞选国际足联执
委？该人士透露，相较而言，国际足联执
委的竞争很激烈，虽然张吉龙目前也是国
际足联执委，但他是替补上位（2011年7
月），而非参加竞选。2011年1月，张吉龙
曾参选国际足联执委，但最终以失败告
终。而且，竞选亚足联副主席更切合中国
足球的利益，下一步就是怎么最大化地发
挥好其亚足联副主席的作用，并帮助中国
足球在国际组织中进一步获得实质性岗
位，参与决策，力争起到主导作用。

张吉龙谈竞选亚足联副主席：

为中国足球发展不遗余力 西部胜东部

韦少获MVP

全明星
周末

欧冠前瞻

矿工难挡拜仁步伐
18日凌晨，欧冠联赛半分之一决赛开踢，夺冠大

热拜仁慕尼黑的对手是乌克兰冠军顿涅茨克矿工。矿
工队难以阻挡拜仁战车前进的步伐。

瓜迪奥拉治下的拜仁队在德甲赛场所向披靡。目
前，他们在联赛里的优势较为明显。在欧冠小组赛中，
拜仁的成绩一如既往优异：5胜1负，早早锁定小组头
名。除了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客场2：3输给曼城，其余
场次的表现均具有统治性和说服力。即便是输球的那
场比赛，拜仁也一度2：1逆转取得领先。

顿涅茨克矿工是以H组小组第二名的资格与葡
超豪门波尔图携手出线，这是他们在2012/13赛季之
后再一次打进欧冠淘汰赛。目前乌超正处于联赛间歇
期，而顿涅茨克矿工近8轮密集进行的8场热身赛战
成3胜3平2负，赢盘率超过6成，整体表现一般。本
赛季，矿工在小组赛抽到好签所赐，才以小组第二身份
晋级。全队唯一的亮点当属锋线杀手阿德里亚诺，巴
西前锋以9球成为小组赛最佳射手。他这一点是拜仁
必须防范的。

拜仁目前正处在联赛期，在经历了新年之初的短
暂低迷之后，状态逐渐恢复，球队上周末德甲联赛主场
8球血洗汉堡，可谓威震武林，也为本次欧冠之行鼓足
了士气。 ■ 王黎刚

计划减肥10公斤

罗纳尔多志在复出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2月16日电（记者姬烨）“外星

人”罗纳尔多最近开始了减肥计划，为了在美国第二级
别足球联赛中重新披挂上阵，他计划至少减肥10公斤。

这名38岁的巴西足球巨星日前成为美国劳德代尔
堡前锋足球俱乐部的所有者之一，为了自己的这支位
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足球队，“外星人”计划复出参赛。

罗纳尔多上月曾表示，希望能在4月4日劳德代
尔堡前锋队的首场比赛中复出，一旦最终成行，这将是
他自2011年从巴甲科林蒂安队退役以来首度复出。

然而，由于许久没有进行训练，罗纳尔多的身材日渐
发福，若想重新回到赛场，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减肥。为此，
他找来了健身专家，初步计划在4月到来前减掉10公斤。

2月 15日，东
部明星队球员沃尔
（右）在比赛中上
篮。 新华社发

赛事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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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16日，春节合家欢电
影《爸爸去哪儿2》片方曝光了该片贺年
片和拜年海报，星爸萌娃们喜气洋洋大
拜年，向观众送出真挚新春祝福，并宣
布15日举行的全国千场“小情人节”点
映火爆展开，映后好评如潮，影片笑点、
泪点兼具，让不少观众笑出鼻涕，预售
票也抢购一空。

距《爸爸去哪儿2》大年初一全国公
映的日子日益临近，片方10日在京举行
首映礼及媒体点映后，15日又在全国加
开了1000场“小情人节”专场点映，收
获了媒体、家长及小朋友们的一致好
评。影片既充满笑点，又兼具温情感
动，观影过程中，宝贝们的可爱呆萌和
金句频出，把观众逗得捧腹大笑，而隐
含在亲子互动中的父爱亲情，又让观众
感动得默默啜泣，甚至让很多当了父亲

的男性观众也流下了眼泪。
观影结束后，观众纷纷表示电影非常

适合全家一起看，网友@Hannah—娟儿
评论道：“斐济风景真的很不错，很喜欢曹
格和Joy在无人岛上那一晚感触很深，让
我想起了跟自己父亲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每个爸爸都很棒，有机会也想体验一下。”

据悉，该片将于2月19日全国正式
公映。 （欣欣）

青年导演集体为成龙
新片《天将雄师》点赞

本报讯 2月16日，由香港著名导演李仁港执
导、成龙担任出品人和主演的春节档IMAX3D动
作传奇巨制《天将雄师》片方宣布，在近期举行的
看片会上，众多青年导演集体为《天将雄师》点赞。

《天将雄师》近日举办了多场媒体和业界看片
会，这种敢于把作品拿出来供各界点评的做法，印
证了片方对影片品质的自信。此次看片除专业影
评人外，还有一批由青年导演组成的“新生代导演
观影团”，他们也从专业角度点评了这部超级传奇
巨制。观影后，“新生代导演观影团”对影片一致
点赞。青年导演田波看后表示：“中途四次掉泪，
这是我这5年来看到的最真诚的电影。” （欣欣）

本报讯 由香港情感派电影导演林
爱华执导的爱情喜剧电影《土豪情人
节》日前在意大利杀青，片方近日发布
第三组人物剧照，曝光了相声名嘴李菁
在片中遭遇“白穷美”的喜剧桥段。

继香港影帝吴镇宇、内地人气小
鲜肉马天宇、龙女郎姚星彤被曝光倾
情出演该片后，相声名嘴李菁和宅男
女神周韦彤在第三组剧组中也分别
亮相。身为相声演员、参演过多部影
视作品的李菁在《土豪情人节》挑战
自我，饰演了“土豪陈”吴镇宇的好
友，热衷于高科技的富二代“土豪
金”，并遭遇了宅男女神周韦彤饰演
的小兰的疯狂追求。从曝光的人物
剧照中可见，李菁饰演的“土豪金”不

同于“土豪陈”吴镇宇的傻气，他
穿着时髦洋气，酷爱科技产

品，称自己是个不靠
家族而奋斗成

功 的

富二代。而周韦彤更是摆脱了过往
性感妩媚的风格，饰演了一位“白穷
美”，她使出了奇葩怪招以吸引“土豪
金”注意。李菁、周韦彤两人不打不
相识，你追我斗，爆笑连连。相信这
对奇葩，将为2015年首部以土豪为题
材的爱情喜剧电影带来不少的惊喜。

近年来一直积极活跃在影视领
域，参演过《京城81号》、《西游记之大
闹天宫》、《毒战》等多部影视作品的
的李菁，此番在《土豪情人节》中饰演
的“土豪金”是一个从小含着金钥匙、
坐在金山上长大的富二代，他时刻走
在时尚和科技的新前沿，“土豪金”虽
然土豪，但却时刻充满危机感，自称
要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可谓是有
颜、有品、有能力的土豪代表。这样
一位土豪兼富二代，自然受到众多单
身女性青睐，更是遭遇宅男女神周韦
彤饰演的奇葩女小兰的疯狂追求，追
求过程中，两人怪招频出，爆笑不断。

而拥有模特、歌手、演员等多重身

份，凭借热播真人秀节目《极速前进》
引发热议的宅男女神周韦彤，在《土豪
情人节》中饰演的女一号赵小薇的闺
蜜小兰，则不同于女一号赵小薇对于
土豪的排斥和反感，周韦彤演的小兰
希望能够获得土豪的青睐，为了赢得
真爱更是变身奇葩女，使出各种怪招

倒追“土豪金”李菁。区别于之前性感
妩媚的造型，周韦彤在《土豪情人节》
曝光的剧照中，大走cosplay风。为
了能够成功追上“土豪金”，她不惜戴
上红色短假发，变身动漫人物以求吸
引李菁注意，结果却惨遭保安驱逐，故
事既好笑，也充满心酸。 （欣欣）

《隋唐英雄5》将
接档《千金女贼》

本报讯 近期，由唐嫣、刘恺威主演的电视剧《千
金女贼》正在江苏卫视热播，收视一路走高。该剧之
后，古装传奇大戏《隋唐英雄5之薛刚反唐》将接踵而
至，于大年初四（2月22日）正式和观众见面。

据悉，这部《隋唐英雄》在时间上承接第4部，
将以薛丁山之子薛刚为主线人物，武则天这一重
要角色也将霸气登场。此前的《隋唐英雄4》以薛
丁山和樊梨花的情感故事为线索，将历史风云、朝
廷风波、战场变幻、感情纠葛融于一体。而《隋唐
英雄5》则在此基础上加入更多史诗元素，整个故
事与唐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隋唐英雄5》由余
少群、孙耀琦、惠英红、赵文瑄、黄海冰、于荣光等
实力演员打造，是隋唐系列剧的老演员。（欣欣）

浙江卫视春节档
主打欢乐正能量

本报讯 过年7天，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能与
家人在一起看电视闲话家常，这样的时刻，充满欢
乐正能量的综艺无疑是最应景的。而浙江卫视春
节档节目编排，正是充满欢乐正能量的节目。

据悉，从大年初一起，《奔跑吧兄弟》将推出四
期“新春特辑”，让观众能在全家团圆的时刻享受到
无与伦比的欢乐。除了“欢乐制造器”《奔跑吧兄
弟》外，正能量满满的第九季《中国梦想秀》，也将在
大年初七首度和观众见面。由周播改为日播的“梦
想秀”，虽然时间减少了，但精彩不减。此外，最新
一期的《我看你有戏》、《一路上有你》、《中华好故事》
等节目，也将继续为观众带来精彩的春节荧屏盛
宴，个个节目都是充满正能量的好节目。 （欣欣）

本报讯 2月17日晚，浙江卫视社
交实验类真人秀《牵手爱情村》将播出
第四期。刚过去的情人节，无论是大
街小巷还是社交网络，全都笼罩在浓
浓的甜蜜氛围之中，各式各样的秀恩
爱更是不闪瞎观众的眼不罢休。情人
节这一天，《牵手爱情村》的24位嘉宾
又是如何度过的？在第二期节目中牵
手成功的1号女嘉宾和3号男嘉宾，是
否为彼此创造了一个浪漫又独一无二
的夜晚？2月17日的《牵手爱情村》将
揭晓答案。

第一批走进“爱情村”的12位嘉
宾中，亮眼的1号女嘉宾和出众的3号
男嘉宾从节目开播起就一直备受关
注，更被不少网友们赞为“金童玉

女”。当看到《牵手爱情村》第二期节
目两人最终成功牵手时，许多网友不
禁感叹“又一次相信爱情了”。节目结
束后，更有网友表示希望再多看一点
这对“金童玉女”的故事。牵手成功的
他们，在刚过去的情人节里自然也是
精心策划，一起度过了浪漫的一天。
两人早早地便谋划起了情人节的活动
内容，并且都为对方准备了特别礼物。

“爱情村”的第二批“村民”来到了
浪漫的鼓浪屿，为此节目组也为嘉宾们
特别设置了“制造惊喜”环节，每一个男
嘉宾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精心准备的
惊喜来赢取心仪女嘉宾的芳心。其中
一位男嘉宾为心仪女嘉宾准备的惊喜，
便是一张情人节当天的旅行机票，该位

男嘉宾邀心仪女嘉宾与自己共度情人
节的进攻方式可谓胆大又不失浪漫。
而这份别有意义的惊喜，也急速推进了
两位嘉宾之间的进展。是哪位男嘉宾
如此勇敢又心细？两位嘉宾最终能否
成功牵手共度浪漫情人节？

第三期节目中“盒饭选择”时被
所有女嘉宾“过掉”只能满脸愁苦吃
独食，在“随机约会”环节中也错过了
5名女性只能黯然神伤独自回到“爱
情村”屡屡忍受寂寞的7号男嘉宾，
更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对于可怜的7
号“寂寞哥”能否在新一期节目中成
功逆袭，网友也十分关心。最终，“寂
寞哥”能否成功逆袭抱得美人归？

（欣欣）

《爸爸去哪儿2》点映获好评
《牵手爱情村》浪漫闪瞎眼

香港爱情喜剧电影《土豪情人节》杀青

李菁上演遭“白穷美”倒追戏码

李菁（右）和吴镇宇在《土豪情人节》中

周韦彤饰演的小兰（中）
被土豪保安轰了出来

《爸爸去哪儿2》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