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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你有戏》决赛落幕
本报讯 上周六，《我看你有戏》进行了冠军

争夺大战，只为选出最为“有戏”的那个人。最终，
台湾演员李立群之女李元元不负众望夺得冠军。

总决赛现场，作为导师的成龙也当场火速向
李元元发出片约：“如果《12生肖》没拍，一定找你
当女主角。以后再找女主角，第一个肯定找你。”

著名导演、《我看你有戏》导师冯小刚认为，电
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没话找话型，一种是有话
要说型。他认为，李元元的表演就是“有话要说的
表演”、“电影银幕就要你这样的表演”。 （钟新）

陈凯歌献综艺首秀
本报讯《出彩中国人》梦想冲刺夜日前开始

录制，著名导演陈凯歌成为空降而来的梦想评审，
这也是陈凯歌的综艺首秀。

在梦想冲刺夜中，陈凯歌不仅要对选手做出
点评、建议，还有两次“直通权”，可以在任意时刻
把符合自己心目中“出彩中国人”标准的选手送进
总决赛，甚至当3位评委已经选出两两PK的胜者
时，陈凯歌也有一键否决的权力。

陈凯歌表示，《出彩中国人》现场气氛活跃，看
着这些普通的中国人，他们本来没觉得舞台能够
属于自己，所以站在这里情绪很激动。站上舞台
是很多普通人一生的梦想，这个夜晚也许就能改
变他们的一生。如果你不能认真对待他们，你就
不配说你是一个评审。 （欣欣）

陈楚生郭德纲聊育儿
本报讯 5月4日晚，湖北卫视综艺脱口秀

《纲到你身边》迎来新晋奶爸陈楚生，他在节目中
与郭德纲大聊育儿话题，碰撞出不少“心”的火花。

继首期节目和嘉宾大聊恩爱之后，再次喜当
爹的郭德纲一见到陈楚生就开口不离儿子，不仅
说了许多与儿子郭齐林不为人知的故事，还暴露
了搭档于谦在家中的真实地位。而去年8月1日
发布婚讯的陈楚生，竟然也高调地谈起了育儿经，
不但为儿写歌，还公开了爱子的萌照。 （欣欣）

高满堂向跟风剧开炮
本报讯 新视角国安剧《于无声处》将于5月

8日登陆江苏卫视，该剧编剧高满堂对跟风剧一
向不满并于日前进行炮轰。

高满堂表示，《于无声处》是年度“诚意之作”，
拒绝“狗血神剧”。高满堂说：“现在国内电视荧屏
到处都是打打杀杀，听不到真正有力量的洪钟之
声。一部家庭剧、婆媳剧，打得都比我们这个国安
剧厉害。现在的编剧写的，第一集死爹，第二集死
妈，第三集写死老婆，我绝不能接受这个。”（欣欣）

新华社洛杉矶5月3日电 （记
者张超群）漫威影业出品的电影《复
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周末登陆北
美各大院线，3天入账1.87亿美元，
成功挤下蝉联票房榜四周的《速度与
激情7》成为新的票房冠军。

《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在美
国和加拿大4276家影院上映，1.87
亿美元的首周末票房成绩使其成为
北美历史上开画票房第二高的影片，
仅次于第一部《复仇者联盟》首周末
2.07亿美元票房，超越了排在第三位
《钢铁侠3》创下的1.74亿美元票房。

《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仍然
由第一部的导演乔斯·韦登执导，影
片汇聚了“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等
诸多奥斯卡奖得主或提名明星，极大
地提高了这部影片的票房号召力。
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给出的评分
显示，该片在观众中获得了90％的
赞誉，影评人也给出了75％的好评

度。首日观影者为影片评级为“A”。
不同于第一部影片的上映顺

序，《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在北
美以外部分市场已经提前两周上
映。目前该片的全球票房已经累
计超过6.27亿美元。

与《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相
比，本周其他影片票房惨淡。上周首
映的爱情片《时光尽头的恋人》本周
末位居第二，获得625万美元票房，
降幅超过52％。该片上映10天共
入账2340万美元。

连续称霸票房四周的《速度与激
情 7》票房 610万美元，位居第三。
这部影片在北美累计获得3.3亿美
元，全球票房超过14亿美元，远超其
1.9亿美元的制作成本。

另外，喜剧片《百货战警 2》位
居第四，周末三天收入 550 万美
元。《疯狂外星人》则以330万美元
继续跻身前五。

《复仇者联盟2》登顶北美票房榜

本报海口5月 4日讯 （记者卫小
林）2015第十四届精功（国际）模特大
赛海南赛区晋级赛，昨晚在海口上邦百
汇城落幕，最终有41名选手成功晋级
海南赛区决赛。

据介绍，本次晋级赛是在经过海南
赛区四场海选赛的严苛筛选后，从50多
名选手中挑选晋级决赛选手的一场激烈
竞逐。当晚 8时，晋级赛正式拉开帷
幕。50多名选手在舞台上进行了休闲
装、泳装加太阳镜两个环节的比拼，选手
们个性张扬，比赛看点十足。评委们根
据选手的舞台综合表现力、形体台步、个
人形象等现场打分，最终，评选出了41
名选手晋级海南赛区决赛。

记者现场看到，参赛选手既有来自海
南的姑娘，也有来自湖南、山东、河南、辽
宁、吉林、甘肃等内地的美媚和帅哥，更有
来自俄罗斯、摩尔多瓦等国外的金发女
郎，她们当中，有的能歌善舞，有的堪称专
业模特，还有的舞功出众，为争夺晋级海
南赛区决赛的名额，选手们都拼尽全力，
在舞台上展示出了良好的形象和素养。

记者获释，海南赛区是全国率先开
展海选赛和晋级赛的赛区。从本月开始
到6月份，全国其他分赛区也将开展海
选赛、晋级赛和分赛区决赛等层层选
拔。而2015第十四届精功（国际）模特
大赛全国总决赛，将于8月8日在海南
展开最终的角逐。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刘
怡汐）5月1日，雪碧音碰音《青春练习
生》海南赛区第三场海选，在海口京华
城惊艳上演，300余名来自社会各界的
青春音乐爱好者参赛，以专业的唱功
和激昂的热情点燃现场。

由海南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公司主
办的“十万现金寻歌王”——雪碧音碰
音《青春练习生》海南赛区歌唱比赛，4
月18日在海口启动第一场海选后，很
快在乐迷之中掀起一阵音乐的浪潮。
4月24日，第二场海选在三亚火爆开

唱，5名幸运儿晋级海南赛区20强。
此次在海口京华城举行的第三场

海选，再次掀起全民音乐浪潮。怀揣音
乐梦想的俊男美女们慕名前来，在舞台
上过了一把当歌手的瘾。其中，来自海
南大学的18岁小鲜肉李璇，以又唱又跳
的形式演绎的摇滚版《音浪》，让观众大
饱眼福和耳福。李璇在校内就是风云
人物，就读法律专业的他，因为爱好艺
术选择了第二专业——舞蹈编导。会
弹钢琴、会跳街舞、会唱歌、做过主播，其
综合艺术能力征服了评委，成功晋级雪

碧音碰音海南赛区20强；当晚同样备受
瞩目的还有来自服装店店主王大可的
男版《爱情三十六计》，其动感的歌曲演
唱，诠释了现代社会年轻人在爱情战场
上如何保卫和进攻。最终，李璇、王大
可等5位表现优秀的选手都获得了晋级
雪碧音碰音海南赛区晋级赛的入场券。

据悉，雪碧音碰音《青春练习生》
海南赛区晋级赛将于5月9日举行，总
决赛将于5月18日举行，获得海南赛
区冠军的选手，除获得10万元奖励
外，还将代表海南参加全国总决赛。

据新华社电 （记者周润健）记者3
日从天津市曲艺家协会获悉，著名相声表
演艺术家、有“文哏大师”美誉的苏文茂于
3日12时23分在天津逝世，享年86岁。

苏文茂是相声大师常宝堃的弟

子，先后与朱相臣、马志存等人合作，
以其苏派相声的艺术魅力在相声界享
有很高的声誉。其代表作品有《文章
会》《苏批三国》《论捧逗》《汾河湾》等。

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王永良

表示，苏文茂是当今相声界德高望重
的大家，是“文哏”流派的杰出代表，他
为中国曲艺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培养
了刘俊杰等一大批相声表演艺术家，
他的逝世是相声界的巨大损失。

雪碧音碰音第三场海选举行

精功模特大赛海南晋级赛落幕
41名选手晋级海南赛区决赛

86岁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逝世

蝉联票房榜4周的《速激7》降至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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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首轮横扫鹈鹕后已歇战多日的常
规赛冠军勇士队终于重新披挂上阵，第
二轮首战击败灰熊也属正常战果，但轻
松大胜15分却多少出人意料，毕竟内线
实力强悍擅于拖慢节奏的灰熊被视为
勇士最难应付的对手之一。灰熊主力
控卫康利因伤缺阵也许是灰熊大败的
原因之一，但灰熊对位勇士最大的优势
是内线的“黑白双熊”。

事实上，此战“黑白
双熊”可以说完爆勇士
内线，加索尔轰下 21 分
9篮板3助攻3抢断的全
面数据，兰多夫也有 20

分9篮板5助攻的出色表现。勇士的内
线的确没能遏制住对手，主力中锋博古
特只打了24 分钟只得4 分就6 犯离场；
内线重要替补斯佩茨只打了 13 分钟得
到10分效率很高，但贡献有限。但内线
被暴揍的勇士还是能大胜对手，因为他
们拥有更多应对不同对手的策略和手
段。水花兄弟库里和汤普森在外线的
狂轰滥炸固然是勇士的主要得分利器，
但内线的攻防也不是束手无策，他们能
牵制就牵制，不能牵制就跑起来，移动
型大前锋格林全场命中4记三分球拿到
16 分，不仅为勇士增加了一个外线炮
台，也吸引兰多夫拉到外线防守，这样
一来就给了库里和汤普森更多往内线
切入的空间，从而形成多种传切配合。

进入季后赛后，勇士队还没有尝过
输球的滋味，赢得就像常规赛一样写
意。勇士每赢一场球，仿佛就像抽“大
嘴巴”巴克利一个嘴巴，因为巴克利说
过，一支靠跳投的球队很难在季后赛生
存，而且主要是针对勇士说的，他甚至
有类似“勇士球员的小身板将会在季后
赛被无情挤压”这样的表述。当然，早
就有人举例反驳巴克利的观点。如今
身为电视评论员的巴克利也许是有意
制造话题，他的观点站不住脚主要在于
所谓“跳投球队”的简单定义。

因为水花兄弟的“变态准”太过亮
眼，让勇士队带上鲜明的“投射”标签。
但勇士本赛季之所以如此火爆，最重要
的原因其实在于他们防守端的巨大提

升，勇士不仅进攻犀利，他
们的防守效率高居联盟
第一，而勇士防守的提
升，往往因为他们快节奏
的攻防被人忽视。攻防
全面、阵容雄厚的勇士，
其实不能简单定义为内
线虚弱的跳投球队。

当然，勇士要想让
“大嘴巴”巴克利自抽嘴
巴 ，还 需 要 更 多 的 胜
利。与灰熊的系列赛，
勇 士 还 不 能 高 兴 得 太
早。一个马上需要面对
的挑战是：康利复出会
给灰熊带来新的变化，
勇士是否备好了应对之
策？而对于志在夺取总
冠军的勇士来说，更大
的挑战还在后头。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3日电 传言
将成为本赛季NBA常规赛最有价值球
员（MVP）的库里再次证实了自己实
力。在西部半决赛与灰熊队的首场较
量中，库里拿下22分，带领勇士以101：
86轻松战胜对手。

另外一场比赛中，奇才逆转老鹰，以
104：98获得了东部半决赛首场胜利，成
为NBA历史上首支季后赛开赛后取得
客场四连胜的球队，堪称“客场龙”。

在库里的强劲发挥之下，勇士全场
比赛基本没有遇到太多的抵挡，在第二
节就领先了16分之多。比赛在第四节
刚过一半就基本进入了垃圾时间，在最
后的5分钟内，灰熊只投入了一个球，早
早缴械投降。

赛后，库里回应自己将当选MVP
的传言时说：“当然我也听到了这个消
息，不过我还是把精力放在了比赛上。
如果周一这个消息真的证实了，我会非

常高兴。这能够使很多人都感到骄傲，
我们会享受这个荣誉。”

在东部半决赛中，首轮以4：0横扫
猛龙的奇才队已经休息了将近一个星
期，而老鹰在首轮则奋战到第6场才决
出胜负。常规赛战绩东部第一的老鹰
队开场就打出气势，全队内外开花，在
首节结束之后老鹰队以37：26领先。不
过此后奇才不断追赶，在第三节结束的
时候已经将比分差缩小到只剩2分。在

第四节一开始奇才
就连得 8 分实现反
超。最终奇才以104：
98锁定胜局。

奇才队也成为了NBA
历史上首支在季后赛一开
始就取得客场四连胜的球
队。同时，他们在近两年
季后赛9个客场里只输掉
了一场比赛。

库里真勇士 奇才客场龙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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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亚冠联赛小组赛最后一轮赛
事本周中进行。参战的中超四强中，广
州恒大和北京国安5日率先出战。恒大
队已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因此首个比赛
日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客场需取1分才
能确保出线的国安身上。

5日17时，国安将在韩国对阵水原
三星队，这是事关出线的最后一战。国
安在小组赛前3轮取得全胜，包括主场
1：0击败水原。但近两轮国安1平1负，
小组出线形势随之微妙起来，5轮过后
水原与国安同积10分，布里斯班狮吼积

7分。水原因胜负关系已提前锁定出线
权，而国安还有被布里斯班狮吼反超的
可能性。与水原这场小组赛收官战，国
安只要不败就将拿到小组头名，如果输
球有可能无缘出线权，因为狮吼赢球后
积分达到10分，要与国安比较净胜球等

“小分”。当然，目前国安有4个净胜球
的优势，此轮小负而狮吼小胜，国安也可
能出线。

国安打平就能以头名出线，但从赛
前备战情况来看，国安不会采取“摆大
巴”死守的保守打法。对国安不利的是

伤停问题，朗征、于大宝与河大成因红黄
牌停赛，张呈栋、晋鹏翔以及雷腾龙伤
停，宋博轩等人也有伤在身。在马季奇
没有亚冠报名的情况下，国安防线的调
配更显困难，徐云龙有可能要带伤出战。

水原队近况也很不好，近日在联赛中
遭遇两连败，还折损了后腰金恩宜。与国
安之战，水原恐难排出最强阵容。此外，
水原也有故意留力，避开可能获得E组第
二的同国球队全北现代的可能性。决定
国安能否出线的并不在于水原是否留
力，而是自己的表现。 ■ 林永成

伊斯坦布尔公开赛

费德勒夺冠
北京时间5月4日，

在ATP世界巡回赛伊斯
坦布尔网球公开赛男单
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
瑞士选手费德勒以2：0战
胜乌拉圭选手奎瓦斯夺
得冠军，个人职业生涯单
打冠军数达到85个。

图为费德勒庆祝胜
利。 新华社发

省青少年足球赛
省直机关组预赛开踢

本报海口5月4日讯（记者王黎刚）2015年海
南省青少年足球赛省直机关组预选赛今天晚上
在海南省高级体校足球场开踢，32支球队参赛。
在揭幕战中，省农科院队5：4战胜省检察院第一
分院队。

比赛分为8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球队。小
组赛采用单循环赛制，每个小组的第一名出线。
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制。获得前4名的球队有资
格参加总决赛。

分组情况为，A组：检察院第一分院、海航
集团、省委组织部和省农科院；B 组：省海事
局、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省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C 组：省国土
厅、省农业厅、海南核电有限公司、省质监局；
D组：省旅游委、省气象局、海口海事法院、省
司法厅；E组：省地质局、省发改委、海南银风
科技有限公司、省政府办公厅；F组：省农垦总
局、省农村信用村、省渔业厅、省高院；G 组：
省卫计委、省电视台、省委办公厅、省政务中
心；H：组省公安厅、粤海铁路、省住建厅、省
人社厅。

海口市社区乒球赛收拍

本报海口5月4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3天
的激烈角逐，2015年海口市社区乒乓球赛昨天在
海口尔康乒乓球俱乐部收拍，万华社区队和滨河
社区队分别获得了男女团体冠军。

本次比赛设男女团体两项，其中男子团体赛
有23支球队参加，比赛采用淘汰赛进行。最终，
在决赛中，万华社区队战胜了滨河社区队夺冠。
高登社区队获得了男子组季军。共有10支球队
参加了女子组比赛，比赛分两个小组进行。最
终，滨河队在决赛中战胜了文庄队夺冠，文庄队
和金鼎二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海口市乒乓
球协会和海口市尔康乒乓球俱乐部协办。

吉林省体育局
正副局长被调查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据吉林省纪委消
息，吉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宋继新涉嫌严
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吉林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佟景春涉嫌
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勇士队
球 员 库 里
（左）在与灰
熊队的比赛
中投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