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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格再出战《超级战队》
本报讯 上一场，曹格首当中国队长赢得冠

军后，本周日，曹格将再出战《超级战队》，为“好爸
爸”继续过去的辉煌。

本周节目中，曹格有备而来，掏万余元红包，
给自己战队的120位成员分发百元大红包。场上
歌王十分敬业，不顾冒险多次上台请战，以身测试
项目难度。碰上举重女选手，先被背起后又遇公
主抱，被问及感受调侃称“很幸福”。看得出来，曹
格现场彻底玩嗨，上《超级战队》的过程对他来说
也是一趟幸福之旅。

朱丹毫无准备，就问曹格匀点红包发给自己的队
员。结果曹格也是不忘和这位“老队长”开起了玩笑，
递红包给朱丹，“这个给你……后面的那个女孩”。朱
丹笑得前仰后合，“曹格，我和你势不两立！” （欣欣）

《最强大脑》收视创新高
本报讯 江苏卫视《最强大脑》上周终于引爆

万众期待的国际PK赛，这场中德脑力对抗赛，最
终也以2.306的收视率，直接冲上了第二季《最强
大脑》的收视率新高。

本周开始，《最强大脑》第二场国际PK赛——中
日首次脑力竞技也已举行，两个超强实力战队，三个
超变态挑战项目，一向淡定的国际评审们都忍不住
感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以后也
未必能再见到了！”闪电心算、双脑速算、多位数乘除
法抢答，“速算兄弟”吴仁竣、项天佑迎战日本闪电算

“奇才”笹野健夫和辻漥凛音进行团队战，真正堪称
挑战人类心算极限。“不到第三轮的最后一分钟，我
们都不知道结果！”Dr。魏有些激动地说。 （欣欣）

本报讯 户外真人秀换汤不换药？
江苏卫视原创真人秀《为她而战》玩出了
新招——号称能检测爱情质量的一场场
游戏节目，只有真爱才能经受住考验。

《为她而战》设计棚内环境，邀请
12对极少同时露面的明星夫妻或情侣
参与节目挑战。节目中，明星夫妻进行
全程协作式挑战，一个充当大脑，一个

作为身体，为对方而坚持，与对方并肩
作战。《闻香识女人》、《众里寻她》、《手
推侧方位停车》等别出心裁的小游戏，
成为节目亮点，几组明星恋人搭档通过
游戏相互比拼，一决胜负。

节目还划分“挑战区”、“生活区”，
既有比赛又涵盖生活，明星夫妻的婚
姻、爱情将多层次呈现。 （欣欣）

李京河登《非诚勿扰》
本报讯 15年前，山村小伙李京河跪在村口

发誓，“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歌唱梦想，不然不回
村。”15年后，他历尽坎坷成了武汉一所大学的声
乐老师。然而今年36岁的李京河还没女朋友，3
月14日晚，李京河就将登上《非诚勿扰》相亲。

李京河是地地道道的山西大山里的农村人，原
本要当木匠，一个偶然机会喜欢上了唱歌。在一所
高中打工时，他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学校里的声乐老
师无意中听到了他的歌声，说“你嗓子这么好，怎么
不去学声乐考个大学？”唱歌还能上大学？李京河是
又惊又喜，心中当即决定：学声乐，考大学。可家人
集体反对，李京河只好瞒着家人踏上了追梦路，他跪
在村口发誓：“如果我考不上，就不会回来！”那晚，他
一个人用脚走了30里山路，从村里到了县里。

在北京学声乐吃的那些苦，常人根本无法想
象。如今，李京河终于成了武汉一所大学的声乐
老师，也赢得了歌唱界“王宝强”的名声。（欣欣）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凯特·布兰切特等众多好莱坞大
明星主演的电影《灰姑娘》，将于3月13
日以2D和 IMAX格式在中国和北美
各大院同步公映，这是记者今天从海南
几大院线获悉的。

史上有几版《灰姑娘》？

据介绍，此次同步公映的《灰姑
娘》，是迪斯尼新版真人动画电影，它与
此前的几版电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历史上，好莱坞曾于1914年、1950
年、1957年、1997年四次将灰姑娘的故
事搬上银幕，并且几乎每一部都是“灰姑
娘找到白马王子”的模式。而此次公映的
新版《灰姑娘》，除了把蜥蜴变成侍从，把
笨鹅变成车夫（以前的电影里都是老鼠、
鸽子变的）外，还在画面风格方面进行了

大胆探索，为了让影像保持童话色彩，因
此片中很多画面都采用了“曝光过度”法，
为的是让观众感受童话般的“梦幻”色彩。

熟悉的故事为何还要看？

尽管这样，《灰姑娘》还是可谓熟悉
得不能再熟悉的故事了，那么观众为什
么还要花钱再去影院里看它？

因为，这一次电影的故事已经变成这
样了——比灰姑娘长得更美丽和有气质
的“后妈”，曾经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只
是老公不幸早逝，为了将两个“愚蠢的女
儿”养大成人，她才不得不嫁给了灰姑娘
他爹，她也由此成了灰姑娘的“后妈”……

电影特效让人欲罢不能！

也许，普通观众会说，即使给灰姑娘

“搬出”这样奇葩的“后妈”，也不至于让观
众就去影院再看吧？！其实，更重要的是，
当代电影特效，已经让影迷欲罢不能了。

应该说，新版《灰姑娘》中的动画更
是一大亮点。曾以动画版《灰姑娘》取
得辉煌成就的迪斯尼此次再度发力，以
最先进的动画和视效技术，给观众带来
了梦幻般的视听享受。海口中视国际
影城负责人告诉记者，在IMAX版本
中，影片浓郁的童话感和栩栩如生的动
画形象美妙极了，如老鼠、蜥蜴、呆头鹅
这些动画角色，逼真得如同真实动物，
给观众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新老明星都在大抢风头

这部新版《灰姑娘》中的“后妈”，就
由大明星凯特·布兰切特领衔，而她则
带领《唐顿庄园》里的小美女莉莉·詹姆

斯饰演灰姑娘，还有在《权力的游
戏》中饰演罗柏·史塔克的理查德·
麦登等人主演，每个明星在片中都
在抢风头，目的就是希望影迷们能
记住他们。

因此在美国著名的影迷口碑
榜烂番茄网站上，《灰姑娘》今
天的新鲜度被影迷们评为
87%，而在烂番茄网上，只
要超过60%，影片在影迷
们心中就是好影片，可
见《灰姑娘》虽然还
未正式上映，在
北美影迷们心
中 已 经 是
好 片 子
了。

中美今天同步公映《灰姑娘》
凯特·布兰切特演“后妈”莉莉·詹姆斯演灰姑娘

本报讯 3月 12日，传奇影业
公布了张艺谋新片《长城》的主要演
员阵容，其中有好莱坞影星马特·达
蒙、威廉·达福、佩德罗·帕斯卡，还
有中国演员刘德华、景甜、张涵予、
彭于晏、鹿晗、林更新、郑恺、陈学
冬、黄轩、王俊凯等。

马特·达蒙不久前刚出演了影片
《盟军夺宝队》，并因在《谍影重重》系
列片中出演伯恩一角为观众所熟知，
曾凭借影片《心灵捕手》斩获过奥斯
卡奖。影片的另一主演佩德罗·帕斯
卡近期将出演网飞拍摄的2015年新
片《毒枭》，该片讲述前哥伦比亚大毒
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故事，他的
代表作包括热播美剧《权利的游
戏》。而好莱坞老牌影星威廉·达福
去年出演了4部佳作，包括《布达佩
斯大饭店》、《星运里的错》、《最高通

缉犯》以及《疾速追杀》。
刘德华作为亚洲重量级影星之

一，从上世纪80年代起已出演了超
过150部影片，包括《无间道》、《十面
埋伏》等。景甜则在近年与成龙合
作了《警察故事2013》，与甄子丹合
演了动作影片《特殊身份》。实力派
影星张涵予代表作包括《集结号》和
年前大热的《智取威虎山》。而彭于
晏、鹿晗、林更新、郑恺等男星，都是
人气日益上升的明星。

据悉，张艺谋这次执导的《长
城》，将讲述一支精英部队为保卫人
类而在举世闻名的长城上生死决战
的故事。影片由传奇娱乐、亚特拉
斯娱乐联合环球影业、中国电影股
份和乐视影业共同出品，计划今年
春季开机，中国上映时间初定为
2016年贺岁档。 （钟新）

张艺谋新片《长城》公布阵容
包括好莱坞影星马特·达蒙、威廉·达福和中国演员刘德华、张涵予等

《为她而战》玩爱情质检

本报讯 本周二晚江苏卫视《芝麻
开门》节目中，俏皮伴娘虽未谈过恋爱
却大谈婚姻是坟墓，甚至要对自己闺蜜
即将举行的婚礼“拆婚”。

这对“娘子军组合”来自江苏镇江，
这次他们来到《芝麻开门》现场，两人间
就像打翻了醋坛一样，现场醋意浓浓。
两位姑娘中，准新娘叫宋萌瑶，伴娘叫
夏雪，两人介绍她们是从小玩到大的闺

蜜，而且还是邻居加同桌，可以说从小
到大都形影不离。

作为宋萌瑶的闺蜜加伴娘，夏雪在
准新娘每一次发言时，都会插嘴吐槽，
而且毫不留情，当宋萌瑶介绍自己的职
业是一名居委会工作人员时，夏雪说：

“其实就是一个居委会大妈，整天坐着
不运动，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

（欣欣）

《芝麻开门》遭遇拆婚

刘德华（左）与张涵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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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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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女子高尔夫锦标赛海口开杆

卫冕冠军朴仁妃领跑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王黎刚）2015年世

界女子高尔夫锦标赛今天在海口观澜湖黑石球场
开杆，前世界第一、卫冕冠军朴仁妃打出了69杆，低
标准杆4杆，与威尔士球员摩根并列领先。中国球
员表现上佳，3人跻身前10名的行列。

在团体比赛中，柳萧然和朴仁妃搭档的韩国
队，以总成绩-5杆获得单独领先。林希妤和鲁婉遥
搭档的中国队与泰国队以-2杆排在并列第二位。

本届世界女子高尔夫锦标赛包括72洞个人
比杆赛、72洞职业团队锦标赛以及72洞业余球
手个人赛，总奖金为60万美元。

林希妤：心态更稳定了
“今天的比赛一开始，我打得真的很差，第一洞

救了一个很难的帕，第二洞吞下了双柏忌。”中国球
员林希妤赛后说。首轮较量结束后，她暂列次席。

虽然开局遭遇一些考验，但林希妤自始至终
并未有过放弃的想法，她告诉自己要坚持，“我没
有放弃，一直相信自己，这个方面就能看到今年的
一个小小进步，整体心态好多了。”

继冯珊珊之后，广州女孩林希妤是第二个在
女子最高舞台LPGA赛场占得一席之地的中国女
子球员，她从一个无名小辈，通过自己的努力闯进
世界前80名。“去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打LP-
GA，踏上了一个新的平台。”林希妤表示，“一个
人在美国征战，从刚开始不适应，到现在慢慢适应
比赛的节奏和氛围，我觉得自己有不小进步。尤
其是心态方面，变得更成熟更稳定了。”

本报记者 王黎刚（本报海口3月12日讯）

■ 阿成

早年狂人穆里尼奥自诩为“被上帝
选中的一个”（The chosen one），后来
人们也称他为“特殊的一个”（The spe-
cial one），以及派生出多个“xx 一个”
（The xx one）的称号。现在，在切尔西
坐拥多重优势却惨遭逆转，被淘汰出欧
冠八强后，我想给他加一个“被抛弃的
一个”（The abandoned one）。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上赛季欧
冠，切尔西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淘汰巴黎
圣日耳曼；现在，切尔西因客场优势被
淘汰，淘汰他们的正是上赛季的对手大
巴黎。这是近6个欧冠赛季，穆里尼奥
执教的球队首度无缘欧冠8强。

“鸟叔”可以感叹天意弄人，却不能
抱怨运气不佳。事实上，切尔西在这场
对决中占据多重优势。第一，首回合1：
1的比分，让蓝军率先握有客场进球的

优势；第二，切尔西坐拥主场之利；第三，
大巴黎在第30分钟便被罚下一人，而且
被罚下的是全队最大牌的“神锋”伊布，
还是争议很大的判罚，之后大巴黎在90
分钟的时间里10打11（包括加时赛的30
分钟）。但切尔西生生浪费了这些优
势。从场面上看，90分钟多打一人的切
尔西甚至还处下风，控球率少于少一人
的对手。如果此次穆里尼奥又被“选
中”晋级，那才是天理不容了。上帝是
公正的，这一次他“抛弃”了魔力鸟。

太保守！这是赛后舆论对切尔西
出局的一致看法。但打法保守，不正是
穆里尼奥一直以来的“标签”吗！你何
时看过他的球队能踢出令人赏心悦目
的攻势足球？反倒是手握一手好牌，也
要“摆大巴”防守的战例屡见不鲜。穆
里尼奥精于算计、工于心计，他执教的
球队踢的都是充满功利的实用足球，他
也多次尝到实用足球的甜头。

此次与大巴黎的决战，穆里尼奥恐
怕也在打着如意算盘：既然握有多重优
势，何必冒险进攻？先稳稳守住优势，
伺机打反击扩大优势就大功告成。他
差一点又得逞了，两次比分领先。但这
一次，运气站在了积极进取的一方。对
于穆里尼奥来说，可谓“人算不如天
算”；而对于表现英勇数次冲出逆境的
大巴黎，我们可以感慨“人定胜天”。

当然，穆里尼奥并非没有值得称
道的地方，他是个性格坚韧的工作狂，
在执教中备战充分，注重细节，实用至
上，异于常人的特质和勤奋工作让他
夺得很多锦标，多年来高居身价第一
教头之位。但这些都是过去时了，现
如今，拜仁、巴萨、皇马等叫好又叫座，
不仅球踢得好看，战绩也很出色，瓜迪
奥拉等新一代少帅的声誉和战绩已有
后来居上之势，如果
魔力鸟不能“与时俱
进”，掌握踢控制型
攻势足球的本领，恐
怕真的要落伍，被抛
弃出顶尖教头的行
列了。

被“抛弃”的一个

大
侃
台

■ 中超联赛前瞻

富力申花强强对话
中超联赛第2轮赛事将于3月13日至15日

进行，在13日的三场比赛中，广州富力与上海绿
地申花的强强对话是本轮的重头戏之一。

两队在新赛季都有大手笔投入，实力都得到
提升，普遍被列入第一集团的球队。两队在首轮
比赛都取得开门红。广州富力客场2：1战胜杭州
绿城，申花在上海德比中6：2大胜。不过，两队首
轮的对手有些弱，此轮直接交锋，对于两队的真正
实力更有检验意义。

富力与申花的对抗，是一场从主帅到三条线
球员的全面比拼。两队新帅孔特拉与吉约，谁能
带领球队取得连胜？新赛季富力中场指挥官达维
离队，但阿隆、哈默德状态正佳，他们将考验申花
的防线。而申花由外援主打的攻击线火力凶猛，
孔特拉如何祭出铜墙铁壁？外援的比拼，也是此
战突出的看点。 ■ 林永成

北京时间3月12日，在欧冠八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中，巴黎圣日
耳曼在客场经过加时赛2：2战平切尔西，以客场进球优势闯入八强。另一
场比赛，拜仁主场7：0狂胜顿涅茨克矿工，轻松晋级八强。

图为大巴黎球员路易斯（右二）进球后与队友庆祝。 新华社发

大巴黎、拜仁挺进欧冠八强

本报讯 3月12日晚，在CBA总决
赛第2场比赛中，坐镇主场的辽宁男篮
末节打出38：22攻击波，以108：94战
胜卫冕冠军北京男篮，将总比分扳成
1：1平。

辽宁队哈德森得到全队最高的41
分并有5助攻5抢断13个篮板，贺天举
投中4记三分有18分 3篮板3助攻入
账，郭艾伦贡献15分4抢断，汤普森砍
下12分16篮板，韩德君拿下12分6篮
板。北京队莫里斯得到全队最高的27
分10篮板，马布里有24分3篮板3助攻
3抢断入账，孙悦三分球3投全中贡献
17分5篮板。整场比赛，辽宁队投中15
记三分，抢断以14比7占优。

韩德君打开胜利之门

总决赛第一场比赛，辽宁队中锋韩

德君砍下14分8篮板，他的推土机式打
法，让北京队内线叫苦连连，只能以犯
规为代价去阻止他得分。但在末节，韩
德君被马布里打掉隐形眼镜，被迫下
场，失去内线高度的辽宁队只能看着北
京队在家门口拿走胜利。

第二战，韩德君这一点，仍是北京
最头疼的一点。北京本场比赛一开场
就对韩德君这一点采取坚决的包夹防
守，面对北京队凶狠的包夹，大韩开局
有些不适应，连续出现两次失误。辽宁
队及时调整，外线积极跑位为韩德君内
线进攻拉开空间。此后，韩德君在内线
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本场比赛，韩德君得到12分 6篮
板，两场比赛韩德君合计砍下26分14
篮板，他是辽宁内线最稳定的进攻
点。辽宁队也找到了胜利的办法，那
就是利用韩德君在内线对位上的优

势，来吸引北京队的防守，撕开防线，
寻找投篮机会，全场比赛辽宁队命中
15记三分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包
夹韩德君？不包夹韩德君？成了北京
队最大的难题。

哈神末节17分锁定胜局

也许CBA还没有“哈神时间”的定
义，但是若非哈德森在第四节杀红了眼
的疯狂，辽宁显然不会赢得这般轻松。
哈神末节独取17分，全场轰下41分、
13个篮板、5次助攻和5次抢断，最终
帮助辽宁以108：94击败北京，扳回一
城。今夜的哈神，再次成为辽宁队的救
世主。

对哈德森来说，这不仅是一场输
不起的总决赛，更是为自己证明的荣
誉之战。41+13+5+5，历经首战的低

迷，哈德森终于杀了回
来，展示出往日的英姿。
更重要的是，在与老马的
对抗中，哈德森屡屡占得先
机。当一个“不讲理”的哈
德森用这样的方式不断给
予对手致命一击，哪怕彪悍
如马布里，依旧难以抵挡他
的冲击。

接下来连续三个客场，
辽宁队凶险异常，憋足了劲
儿的北京队当然希望提前
终止总决赛的征程。然而
对辽宁队而言，只要哈德
森有如此役这般疯狂表
现，他们就拥有与对手抗
衡的武器，拥有杀回本溪
的理由。

（小新）

CBA总决赛第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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