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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童星邓鸣贺去世
因白血病复发 年仅8岁

本报讯 4月28日晚，曾在央视春晚中扮演
年画娃娃的邓鸣贺因白血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
年仅8岁。

邓鸣贺曾是河南电视台2010年度《梨园春》
少儿银奖擂主。2012年登上央视春晚担任开门
娃娃，2013 年再登央视春晚表演《剪花花》。
2013年2月，邓鸣贺因患上白血病在北京儿童医
院接受化疗，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钟新）

本报讯 以导演并主演《战狼》收
获5亿多元票房的吴京又演新片了，记
者4月29日获悉，由吴京领衔主演的
犯罪动作片《杀破狼2》当天宣布定档6
月18日全国上映。

该片导演郑保瑞介绍，作为续集
片，影片却以前传形式展开，故事核心
是一起发生在泰国的贩卖人体器官的
神秘案件。影片将围绕案件展开，吴
京饰演的卧底探员志杰和任达华饰演
的警官华哥，在潜伏侦查古天乐饰演
的犯罪集团幕后主脑洪先生的过程
中，和张晋饰演的监狱长之间展开了

一系列斗智斗勇的对决。
第一部《杀破狼》由叶伟信担任执

行导演，任达华、甄子丹、洪金宝、吴京
主演，主要讲述即将退休的督查陈国
忠、黑社会老大王宝、新任督查马军之
间的生死搏斗，曾获第25届香港电影
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奖。

谈及续集，郑保瑞说：“虽然本片
是以打斗为主的动作戏，但我们拍的
是一个讲述怎么救人的故事。这部电
影也不是让人觉得害怕的电影，而是
一部让观众感受紧张刺激之后，会觉
得很温暖的电影。” （欣欣）

吴京再演新片

《杀破狼2》定档6月上映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卫小

林）2015第十四届精功（国际）模特大
赛海南赛区海选日前落幕，海南赛区晋
级赛将于5月3日在海口举行，届时将
有60名选手参加海南赛区角逐，这是
记者今天从大赛组委会获悉的。

据介绍，海南赛区的海选经过四场
比拼，最终有来自海南各地和内地其他
省份以及俄罗斯的60名选手进入晋级
赛，参加五一期间的激烈角逐。晋级选
手们经过历时两周的紧张集训，通过了

专业老师的悉心培训，锻炼了自己的镜
头感和舞台表现力，提升了自信心，届
时将给现场观众呈现一场视觉和听觉
的饕餮盛宴。

记者了解到，即将举行的海南赛区
晋级赛，将以青春为主题，打破海选期
间单一的“选手—评委”模式，现场将升
级为一场时尚秀，通过泳装、活力装、个
人才艺展示等环节的比拼，充分考验选
手的体态和才智，让精功模特大赛成为
展示选手个性魅力的大平台。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卫小
林）再过一天就是五一小长假了，记者
今天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历来竞争激
烈的五一档票房今年一样不可小觑，因
为从4月30日开始，便有《何以笙箫
默》、《闯入者》、《少年毛泽东》、《念念》、
《赤道》、《爱我就陪我看电影》6部新片
同步上映，它们都意在冲击五一档。

海南影院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其实
今年的五一档比往年可能竞争更激烈，
原因不仅在于有这6部新片同步冲击
五一档，而且还在于五一档之前上映的
不少影片票房号召力都很强，它们照样
是五一档票房的强有力竞争者。

据介绍，五一档之前上映而现在
仍然大有竞争力的影片包括《速度与
激情7》、《左耳》、《战狼》、《万物生长》
等，其中尤其以《速激7》、《左耳》、《战
狼》竞争能力最强。“《速激7》今天还有
31%的全国排片比，24日上映的《左
耳》还有超过32%的排片比，《战狼》则
在全国收获5亿多元票房后一延再延
映期，可见它们都非等闲之辈。”业内
人士说。

相比之下，4月30日上映而且具
有票房竞争力的新片，业内人士认为
只能看《何以笙箫默》、《闯入者》、《赤
道》三部影片了，因为《少年毛泽

东》属于动画片，观众群相对有限；而
张艾嘉导演的新片《念念》则属于文艺
片，相对仍然比较传统，尽管它有梁洛
施、张孝全、柯宇纶、李心洁四大明星，
但冲击票房能力仍然不会太高；至于
喜剧片《爱我就陪我看电影》，虽然有
吴镇宇、余男领衔主演，但火爆的可能
性也较小。

业内人士认为，《何以笙箫默》票
房相对会在五一档期比较突出，原因
在于，这部影片刚刚有电视剧为其“预
热”，而且原著影响很大，主演阵容较
强，黄晓明、杨幂、佟大为和杨颖目前
人气都很高，因而票房破亿元就显得
非常轻松。

同样，香港片《赤道》也是一部冲
着票房而拍的动作类型片，它云集了
张学友、张家辉、张震、余文乐等明星，
加上香港动作片拍摄经验丰富，影片
故事和动作都行云流水，会吸引大批
影迷。

市场行情最捉摸不透的就要数
《闯入者》了，因为这部影片是内地著
名文艺片导演王小帅的转型之作，他
放弃了文艺片的套路，融入了很多商
业的元素，包括侦探、悬疑、惊悚、剧

情、动作等等，都在影片中有了运用，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得到观众认识，它
有可能像《白日焰火》一样卖座，如果
观众不喜欢，票房也有可能比较暗淡。

《何以笙箫默》《闯入者》《念念》《赤道》等同步上映

6部新片今起冲击五一档

民盟海南省委送文化下乡

琼剧《荆钗缘》屯昌献演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孙有余）4月28

日晚，大型琼剧《荆钗缘》在屯昌县文化广场上演，
吸引了周边2000多名群众前来观看。据悉，这是
五一劳动节前夕，为庆祝海南解放65周年，民盟
海南省委为我省基层群众送文化的行动之一。

从2014年起，民盟海南省委为配合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需求，组织文艺界盟员编排了多部百
姓喜爱的传统琼剧，开展了“中国梦·民盟情”文化
下乡系列活动，陆续在革命老区澄迈县文儒镇、台
风受灾区文昌市翁田镇、罗豆农场等地演出，均受
到群众热烈欢迎，此次是再次走进中部贫困县屯
昌县开展慰问演出。

《爸爸回来了2》9日开播
本报讯 第二季《爸爸回来了》（简称《爸爸回

来了2》）将于5月9日在浙江卫视开播。
2014年推出的这档明星亲子真人秀，以真

实、搞笑、感人的节目风格，聚集了大量的铁粉。
在观众的翘首以盼中，新一季节目《爸爸回来了
2》将挺进每周六晚间8时20分的黄金档，和《奔
跑吧兄弟》联合打造中国蓝“周末家庭综艺档”，把
治愈系的温暖格调进行到底。

4月28日，节目组在京举办发布会，“五爸六
娃”全阵容亮相。除李小鹏与奥莉、贾乃亮与甜馨
留任外，郑钧、杜江、唐志中新加盟。 （欣欣）

精功模特大赛海南海选结束
晋级赛将于5月3日举行

刘烨真人秀变犀利
本报讯 近日，刘烨与孟非的“墨镜”PK成了

备受网友关注的热门话题。而这一幕，即将在5
月2日晚的《非诚勿扰》节目中上演，刘烨在真人
秀节目中变得越来越犀利。

刘烨在《非诚勿扰》给人的印象是幽默搞怪爱
卖萌，但幽默背后的刘烨，也有着犀利的一面。在
本周六的节目中，刘烨就将风格大变，不断向孟
非、黄菡以及台上的女嘉宾们“叫板”，着实令众人
大感意外。 （欣欣）

《闯入者》剧照

《赤道》剧照

《杀破狼2》剧照

《何以笙箫默》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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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王黎
刚）2015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选拔赛
今天结束。自3月底启动以来，省内各
市县及社会积极响应，专门成立组织机
构组织所属市县青足赛选拔赛阶段的比
赛，足球热浪席卷整个海岛。获得海口
赛区和三亚赛区前两名的球队以及各市
县冠军的球队将参加第二阶段的预赛。

本次比赛分为各市县选拔赛、预赛
和决赛三个阶段。各市县选拔赛成绩
为，海口赛区：在少年组的比赛中，灵山
中学队和海南中学队分别获得了冠、亚
军。在青年组较量中，佳宁娜红色战车

队和海府飓风队分别获得了冠、亚军。
陵水赛区：在青年组比赛中，鲁宏农业至
尊队和政法委社管信息平台队分获冠、
亚军。澄迈赛区：雷霆队和老城德威志
队分获冠、亚军。万宁赛区：礼纪队和梦
想队分别获得了冠、亚军。文昌赛区：球
缘会队和文昌华侨中学队分获冠、亚
军。五指山赛区：水满红队和五月青年
队分获青年组冠、亚军，农垦实验中学和
五指山中学分获少年组冠、亚军。临高
赛区：机关足球联队和星火燎原队分获
冠、亚军。儋州赛区：大学生队和华南虎
队分获冠、亚军。乐东赛区：莺歌海队和

青年队分获冠、亚军。三亚赛区：绿鹰队
和凡通投资队分获青年组冠、亚军，三亚
一中和伟国队分获少年组冠、亚军。

大赛设少年男子组、青年男子组、女
子组三个组别，其中，少年男子组比赛采
用5人制，报名年龄为12至17周岁。青
年男子组下设A、B、C、D四个组别，比赛
均采用11人制。报名年龄为18至40周
岁。A组：即市县组，各市县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均可向所在市县团
委报名，经市县选拔后参加预选赛。B
组：即高校组，参赛队须以学校为单位。
C组：即省直组，参赛队须以省直机关、中

央驻琼单位及省属企业、社会组织为单
位报名。D组：即军警部队组，参赛队须
以驻琼军警部队为单位报名，即驻琼
（海、陆、空）部队、省武警总队、省边防总
队、省消防总队、省警卫局。女子组比赛
采用5人制，报名年龄为14至40周岁。

本次大赛主题为“激扬青春·快乐健
康”，旨在增强青少年体质、提高青少年
竞技水平、普及青少年足球知识、促进青
少年健康成长，同时，充分发挥共青团的
组织优势，突出比赛的全民健身性质，让
社会各阶层热爱足球的人士均有机会参
赛，推进青少年和社会足球发展。本次

大赛参赛队员年龄设定为12岁至 40
岁，报名参赛队涵盖省直机关、各市县机
关、企事业单位、中央驻琼单位、省属企
业、学校、驻琼军警部队以及社会组织。

4月28日，海南省青少年足球发展
基金启动以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纷
纷来电咨询，已有爱心企业表示捐款意
愿，为方便大家对足球发展基金的了解
和捐赠，团省委特向社会公布捐赠账户
及联系方式。接收捐款单位：海南省青
少年希望基金会，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
文明东支行，账号：2650 0257 4085，
联系电话：65357770，联系人：吴日新。

省青少年足球赛选拔赛结束
第二阶段的预赛即将开踢

据新华社谢菲尔德 4 月 29 日电
（记者王子江）两位前世界第一之间的较
量最后成了一边倒。丁俊晖29日在这
里进行的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第三轮比赛
中，以4：13惨败给特鲁姆普，无缘四强。

丁俊晖赛后说：“我打得不是太坏，但
是不足以赢得冠军。比赛中我没有太多的

机会，该抓住的机会也没有抓住，相反对手
发挥特别好，他不断地打下去，我只能坐在
那里，突然来个机会，也无法保持手感。”

丁俊晖自2007年以来九次征战世
锦赛，最好成绩是在2011年闯入半决
赛，另外还有三次一轮游，三次打入第二
轮，两次打入八强。

惨败于特鲁姆普无缘四强

丁俊晖:该抓的机会没抓住 据新华社苏州4月29日电 4：1，
现世界排名第一的马龙29日在苏州
世乒赛男单第二轮中击败了与陈梦搭
档混双的法国选手勒贝松。距真正成
为“一哥”还有多远？面对这个问题，
马龙提到了队友张继科，认为自己依
然有距离。

从2011年5月起，张继科在一年
多的时间里连续拿下世乒赛、世界杯

和奥运会这三大赛事的男单冠军，成
为乒乓球历史上的男单“最快大满
贯”得主。尽管马龙现世界排名第
一，但他目前还只有世界杯男单冠军
头衔。

“自己从成绩上还没有达到像
（张）继科那样，所以自己（与“一哥”）
还有距离，”马龙坦言。

当日面对勒贝松，顺利拿下前两

局后，马龙在第三局遭遇对方阻击，
丢掉一局。不过马龙此后展现出世
界第一的调整能力，再下两局，延续
着争夺个人首座世乒赛单打冠军奖杯
的征程。

“比赛有时就是这样，不可能总是
一帆风顺。前两轮中遇到这样的抵
抗，也能提高个人抗压能力，对后面的
比赛有好处，”马龙说。

马龙：我离“一哥”还有距离

⬅4月29日，在苏州举行的第53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第二轮
比赛中，张继科以4：0战胜韩国选手徐
贤德，晋级下一轮。图为张继科在比赛
中回球。 新华社发

丁宁4:0帕尔蒂卡

武杨4:0巴拉佐娃

木子4:0斯特比科娃

福原爱2:4碧莲科

李晓霞4:0张漠

刘诗雯4:0佐克斯

张继科4:0徐贤德

李相秀4:3奥恰洛

据新华社成都4月29日电（史春
东 张喜栋）国际象棋加入冬奥会有没有
可能？国际棋联有几成把握？对于国际
棋联会议突然抛出的国象入冬奥的问
题，国际象棋界众说纷纭。

27日，借国象女团世锦赛举行之
际，国际棋联也召开了今年第一次例会，
其间提及已有俄罗斯、亚美尼亚等上书
国际奥委会，表示国际象棋很想加入奥
林匹克大家庭，同时鼓励国际棋联的近
100个会员联合上书。

国际智力联盟主席兼国际棋联主席
伊柳姆日诺夫28日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

示，国象入冬奥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一是
自萨马兰奇时代开始，国际棋联就申请加
入奥运，前后已经有20年时间；二是冬奥
会项目较少而夏奥会项目太多；三是冬奥
会比赛一般在下午3－7点钟举行，而这
正是下国象的黄金时间；四是国际象棋在
比赛和受众规模上都已远远达标。

国际资深教练米和伊尔也认为国象
成为冬奥会项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对
于这种提议，他低着头思索了一会说：

“作为国象大家庭的一员，以及站在官方
的角度我同意这个提议，但于我个人而
言，我认为这提议有点荒唐。”

国际象棋入冬奥——

奇思妙想，还是荒诞梦呓？

东方举办乒羽赛庆“五一”

本报讯 为欢度201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
东方市总工会于4月25日至26日在东方体育馆
举办乒乓球、羽毛球比赛。来自工会系统36个基
层工会代表队的160多名男女运动员，分别参加
乒乓球、羽毛球两大项的男女单打、双打和混合双
打等10个赛项的角逐。 （李英才）

点杀拜仁

多特进入足协杯决赛

据新华社柏林 4 月 28 日电 （记者王东）
2014／2015赛季德国足协杯今晚进行第一场半决
赛，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队经点球大战被上届亚军
多特蒙德队淘汰，赛季三冠王的计划由此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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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季后赛前瞻

篮网力克老鹰？

30日，NBA季后赛篮网和老鹰将进行第5场
“天王山”之战。此前，通过加时赛，篮网在上一场
比赛击败老鹰将大比分扳成2：2平。

在系列赛第4战中，篮网首发五虎得分均上
双，这是他们本赛季第4次做到这点，五虎合计轰下
103分也平了他们的赛季纪录，其中洛佩兹表现特
别抢眼，他砍下了26分10个篮板外加4次盖帽。

更为重要的是，一直遭遇大批媒体质疑和嘲
讽的德隆·威廉姆斯也大爆发，前场轰下追平个人
季后赛生涯单场得分纪录的35分。“对他的表现我
还能说什么？这是做出回击的唯一方式。今天球
队的表现令我感到兴奋，这是我们走向团结的重
要一步。”篮网主帅霍林斯也对德隆赞不绝口。对
阵老鹰，德隆的表现对于篮网来说仍是至关重要。

反观老鹰，科沃尔状态依然糟糕，在前两场比赛
他一共只有17投6中，而第四战中则是16投6中，
虽然得到16分，但在第四节末球队落后3分的情
况下连续投丢3记关键三分球。在首轮季后赛中，
这位神射手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33%。■ 王黎刚

火箭晋级半决赛
马刺抢到赛点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8日电 28日晚，休斯
敦火箭队在丰田中心主场103：94战胜小牛队，从
而以4：1的总比分淘汰对手晋级西部半决赛。马刺
则以111：107险胜快船，以大比分3：2抢到赛点。

下一场比赛马刺如果获胜，就将与火箭在西
部半决赛中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