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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16届华鼎奖上海大众
汽车凌渡之夜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发
布盛典，5月31日晚在香港九龙湾国
际展贸中心举行，这也是华鼎奖二度
落户香港。《亲爱的》以最佳影片、最佳
导演、最佳女主角三项大奖笑傲群雄，
成为当晚最大的赢家。同时这也是赵
薇继荣膺金像影后之后，两个月内在
香港再度封后。

台湾演员赵又廷凭借《痞子英雄：
黎明升起》力克实力派演员陈道明、黄
渤和张涵予，摘得本届华鼎奖影帝大
奖。值得一提的是，赵又廷虽因伤缺
席颁奖礼，但组委会还是破例保留了
他的奖杯。

好莱坞明星阿德里安·布劳迪的
到来，成为本届华鼎奖一大亮点。
布劳迪因出演电影《天降雄师》斩获
本届华鼎奖最佳男配角奖。他曾凭
借《钢琴师》一片获得奥斯卡影帝，
而这次也是他第一次获得中国的电

影类奖项。
此外，本届华鼎奖还颁发了电影成

就奖、最佳新人、最佳编剧、最佳电影歌
曲及最佳电影机构等共15类奖项。

著名演员及制片人卢燕女士获得本
届华鼎奖终身成就奖。导演陈可辛和京

剧大师梅葆玖共同为她颁奖。今年已88
岁高龄的卢燕女士，曾三次获得金马
奖。她在20世纪90代后担任奥斯卡评
委，为中美影视文化交流做出并贡献。

2013年第九届华鼎奖曾在香港举
办，并由此开启了它的全球之旅，两年
后，华鼎奖再次落户香港。华鼎奖秘
书长王堃在本届华鼎奖致辞时说：“内
地和香港同根同祖，让全世界人民都
可以了解和喜爱中华民族文化，是两
地人民的共同期盼。华鼎奖将始终做
一个传播和平理念的使者、一个促进
合作的平台和一个虚心学习的伙伴，
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开放包容的心态
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

华鼎奖创立于 2007 年，被称为
“老百姓口碑荣誉”。每年，华鼎奖设
25项固定大奖。当前包括“全球演艺
名人公众形像满意度调查”、“中国电
影满意度调查”、“中国百强电视剧满
意度调查”三个分类。 （欣欣）

井柏然选定求婚胜地
本报讯 《花儿与少年》第二季中，井柏然对

姐姐们一路照顾化身贴心小棉袄，暖男形象备受
观众喜爱。节目中，井柏然也在面对费特希耶的
极致美景时直呼，这就是求婚胜地。

本周的“疯狂远行”中，花少姐弟来到了费特
希耶小镇体验海水滑翔伞。乘坐滑翔伞盘旋在高
空，脚下颜色不一的海水无缝相接，山和水的结合
形成极致美景，让姐姐弟弟都赞不绝口。滑翔结
束，当姐姐们还沉浸在美景中欢呼雀跃时，弟弟井
柏然却已经开始计划了他的疯狂求婚。

面对眼前美景，井柏然直呼“这里太美了，是
个求婚的好地方！”他打算在滑翔的时候在空中求
婚，还对周边的姐弟们打包票称绝对会成功，同时
高呼“以后我一定要带女朋友到这里来求婚！”面
对井柏然浪漫的求婚计划，同样沉浸在美景中的
陈意涵也附和道：“完全无法拒绝。” （欣欣）

“好声音”7月开播
本报讯 第四季《中国好声音》（简称“好声

音”）日前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节目将于
7月10日在浙江卫视开播。

发布会上，四大导师周杰伦、汪峰、那英、庾澄
庆悉数亮相，共同开启今夏红色音乐浪潮的序
幕。节目还未开播，导师之间就已火药味十足，不
光在宣传片中“大打出手”，更在发布会现场商讨
起了“同盟大计”，用哈林的话说，今年我们要“联
络次要敌人，消灭主要敌人”。

在前三季节目基础上，第四季“好声音”将
迎来两大看点：首先是赛制全面升级，导师会带
着自己心爱的4名学员和其他战队学员共同厮
杀，而且每周都会公布不同的排名。其次是总
决赛将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也是鸟巢史上
首次举办电视音乐真人秀总决赛。 （欣欣）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卫小林）
昨天的六一儿童节连着两个周末假期形
成了一个小长假，这也促成了全国电影
票房大幅攀升，记者今天从海南影院业
内获得的数据显示，六一儿童节让动画
片大卖，使得日本经典动画片《哆啦A
梦：伴我同行》当天全国票房达到8950
万元，以累计3.28亿元的佳绩攀上了中
国动画片票房历史第六的高位。

据介绍，6月1日虽然是周一，家长
并未放假，但小朋友们却愉快地享受着
自己的假期，这也使得全国电影票房大
盘达到了1.38亿元，“全国票房能够在
周一冲破1亿元大关，如果没有六一儿
童节，那是基本不可能的。”海南院线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哆啦A梦：伴我同
行》今天排片量明显下降，全国仅剩
25.3%的排片，截至今晚8时记者发稿
时止，今天该片全国票房仅有1400余
万元，累计达到3.4亿元，但已经跻身中
国动画电影全国票房总排行榜第六的
高位，同时也登上了中国电影票房总排

名榜第94位。
据悉，名列全国动画电影第一高位

的影片是《功夫熊猫2》，全国票房6.17
亿元；排名第二位的是《冰川时代4》，全
国票房4.49亿元；排名第三位的是《驯
龙高手2》，全国票房4.06亿元；排名第
四位的是《疯狂原始人》，全国票房3.95
亿元；排名第五位的是《忍者神龟：变种
时代》，全国票房3.85亿元；暂时排名第
六位的便是《哆啦A梦：伴我同行》了，
目前票房3.4亿元。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卫小
林）今年恰逢世界电影诞生120周年、
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用什么纪念
这个有意义的电影大年呢？记者今
天从博纳影业集团海南办获悉，由香
港著名导演尔冬升执导的讲述电影
人自己故事的艺术电影《我是路人
甲》，将作为6月13日晚开幕的上海
国际电影节揭幕影片，隆重纪念中国
电影诞生110周年。

据介绍，《我是路人甲》已经定档7
月3日在内地各大影院全面公映。虽
然距离上映还有一个月时间，但该片
已经引来各路明星现身力挺。日前，

黄渤为该片发布了一款配音版预告
片，近日，周迅又为该片发布了女声配
音版预告片，众多明星都想通过自己
的形式，为该片描写的那些在电影幕
前或幕后默默奋斗的无名英雄致敬。

记者了解到，《我是路人甲》讲述
的是奋斗在浙江横店影视城的一群群
众演员的故事，他们是无数影视作品
中出现在背景画面里的“路人甲”，凭
着一腔热血和执着，他们始终都在坚
持着自己的电影梦想——成为电影演
员甚至成为明星，最起码也要成为一
个真正的电影人。片中那些演员或人
物，全部由尔冬升导演在横店的群众

演员里挑选，他们都属于本色出演，但
尔冬升导演将他们身上的故事，以一
段段幽默轻松的画面刻画出来，把一
个个“横漂”在“东方好莱坞”奋斗的历
程真实呈现在银幕上，也为观众呈现
出一个并不为太多人知道的电影人背
后的追梦故事。

“周迅、黄渤为什么会为《我是路人
甲》发布配音版预告片？这主要是因为
他们也都是从路人甲起步，经过自己奋
斗才变成今天那样耀眼的明星的。”博
纳影业集团海南办负责人说，国内外有
太多人追逐电影梦想了，但有的人没有
坚持不懈，最后半途而废了，但有的人

执着追求，最终梦想成真。无论是明星
还是路人甲，无论是哪种选择，都必须
要实实在在地付出，这才是电影人真
实的人生写照，也是《我是路人甲》的
励志精神所在。

据悉，6月13日晚，当《我是路
人甲》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揭
幕放映的时候，尔冬升导演将把
那些从未在如此大场合或大场
面上曝光的电影路人甲们请上
舞台，让他们见证中国电影的
繁荣和发展，也为中国电影
诞生110周年献上一份特
殊的礼物。

欧豪获封“欧宝强”
本报讯 本周的《真正男子汉》节目中，“6+

X”明星嘉宾阵容首露端倪——这个“X”就是目
前人气正旺的偶像明星欧豪，然而欧豪却意外被
封为“欧宝强”。

欧豪一开始相当有信心，结果刚到军营就累趴
下了。但欧豪还是表示“这是自己争取来的机会，
想哭也要坚持下来”。但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外表阳光健康的运动型男欧豪，竟在初入军营时就
在体能上先落下一程，欧豪“练趴了还需要别人搀
扶”的流言到处传播。欧豪解释原因称，自己当时
脸色苍白，身体不适，因为头天晚上太兴奋没睡好。

欧豪寄希望于行动来证明自己，以得到大家
认可。结果，欧豪在节目中走上了耿直呆萌路线，
一不小心顶替了原本王宝强的头衔，成为新一代
王宝强，大家便亲切地叫他“欧宝强”。 （欣欣）

讲述电影人自己故事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

《我是路人甲》揭幕上海电影节

第16届华鼎奖在港落幕

《亲爱的》夺三奖成大赢家
六一儿童节助动画片大卖

《哆啦A梦》成动画片票房第六

《哆啦A梦：伴我同行》剧照

陈可辛（左）、赵薇在华鼎奖颁奖
结束后接受采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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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1日电 据外
媒1日报道，一位国际足联“高级官员”
涉嫌在2008年主导了一笔1000万美元
的转账交易，美国方面称这是国际足联
涉腐案的关键，并把这位高官的身份指
向了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左膀右
臂——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

据《纽约时报》报道，几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美国执法人员称，“相信”正是瓦
尔克把这笔1000万美元的资金汇到前
国际足联副主席、前北中美及加勒比地
区足联主席杰克·华纳控制的账户上。
美国方面的调查认为，这笔钱是南非方
面支付给华纳及其他一些国际足联官员

的2010年世界杯申办“贿金”。
华纳已经被美国检方指控受贿。瓦

尔克尚未受到指控，但《纽约时报》说他们
的信源称那位“高级官员”就是瓦尔克。
不过报道中并没有给出更多证据信息。

瓦尔克在给该报的电子邮件中否认
他批准了这笔转账，并表示他没有那个
权力。国际足联当天发表声明说，这笔
钱是国际足联前财务委员会主席胡里
奥·格隆多纳按照规章汇出的。格隆多
纳已于去年去世。

国际足联1日宣布，鉴于目前的形
势，瓦尔克取消了出席下周开始的加拿
大女足世界杯的计划。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6月1日电
（记者姬烨）巴拉圭一法官1日宣布，前
南美洲足联主席尼古拉斯·莱奥斯1日
因涉嫌受贿而被软禁。

巴拉圭法官温贝托·奥塔苏称，
86岁的莱奥斯因为高血压住进一家
位于巴拉圭的医院，他原本应该在1
日出院。

莱奥斯是被美方指控的9名国际
足联高官和5名体育企业主管之一，美
方称这些人员涉嫌在美洲杯、金杯赛、
解放者杯等美洲重要足球比赛中，通过
赛事转播权销售、市场营销等渠道收受
贿赂。莱奥斯则被指控涉嫌在美洲杯

电视转播权等方面收取回扣。
据悉，巴拉圭外交部已经收到了美

国对莱奥斯的引渡申请，并且要求巴拉
圭当局逮捕莱奥斯。

莱奥斯曾于1986年至2013年期
间担任南美洲足联主席。

据新华社日内瓦6月1日电 国
际足联1日宣布，暂时禁止包括北中
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秘书长恩里克·
桑斯在内的三名官员参加与足球相关
的活动。

国际足联称，在美国方面作出腐败
指控之后，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展开调
查，在此基础上决定禁止桑斯“参加任

何国家级和国际级的足球相关活动”。
桑斯已经被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
暂停职务。

桑斯还是美国一家足球赛事运营
公司的副主管，该公司主管阿伦·戴维
森正是被美国指控涉嫌国际足联腐败
案的商人之一。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同时还向两
位刚果足协官员发出了参加足球相关
活动的禁令。

“这个决定是应调查小组主席康奈
尔·博尔贝伊的要求做出的，原因是一
些官员涉嫌违反了国际足联的道德准
则，”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说。

国际足联秘书长
被怀疑转移千万美金

前南美洲足联主席被软禁
国际足联再禁三名官员参加足球活动

■ 阿成

几乎没有什么波折，德约科维奇与纳
达尔如约在法网八强战相遇。人们都说
这是一场提前进行的决赛，意即胜者将再
闯两关最终夺冠。以小德近期的无敌状
态和纳达尔法网九冠的惊世成就，人们有

“无视”其他球的理由。当然，也因为“德
纳决”本就具备大满贯决赛的分量。

展望此次“德纳决”，有意思的是，球
迷和球员的意见不太一致，球迷大都看好
小德获胜，而看好纳达尔的现役球员和退
役名宿为数不少。不少球员表达的观点
是：你要对九冠王保有足够的尊重！也许
只有球员才能真切体会九冠王成就的伟

大和不可思议，而九冠王足以说明红土多
么适合纳达尔的打法，这种打法的特征
是：稳定相持，体能上佳。纳达尔的超级
上旋球是击球稳定的保障，而红土的慢速
特性，让比赛更多地进入多拍相持。

但球迷都知道，小德也是击球稳定的
典型和体能超人，而且他的击球比纳达尔
更深，还拥有比纳达尔更多的武器。如今
的小德是精通十八般武器的全能战士和
内力深不可测的绝世高手，他的防守能覆
盖全场360度无死角，他在看似狼狈的防

守中能发动致命反击，而能经常性把小德
逼入防守状态的高手本就稀少。面对这
种打不死拖不垮的对手，你只有崩溃。

支持纳达尔的人还认为，尽管纳达
尔近期红土战绩不佳，但只要他能挺过
第一周，就会进入其红土不败的比赛模
式和节奏。这恐怕是说纳达尔总能在红
土上越打越神勇吧。现在，纳达尔来到
了八强，对手是本赛季红土不败的当今
世界第一。如果纳达尔真的恢复了信心
和功力，可以预计，“德纳决”又将是一场

漫长的厮杀。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小德
还是更多人看好的一方。

“德纳决”的胜者半决赛的对手很可
能是穆雷，马德里决赛击败纳达尔之战
让人们看到一个升级版的穆雷，升级版
的穆雷绝对有争冠实力。如果德纳相争
是一场耗尽两人精力的马拉松大战，对
于穆雷可是利好消息。

德纳穆三大夺冠热门扎堆上半区，
让人们忽略了下半区的存在；但下半区
的四强费德勒、瓦林卡、锦织圭、特松加

出炉后，人们才回过神来，原来还有其他
狠角色。伤愈回归的特松加更全面更强
大；锦织圭如AK47的快速扫射，虽然当
量不足但杀伤力一样惊人；瓦林卡是一
枚随时会爆发的“不定时炸弹”；至于老
天王费德勒，人们总说他老了，但他又一
次走了那么远。

“德纳决”注定要决
出一名胜利者，但这个
胜利者未必就是最终的
冠军。

德纳相争谁得利？

大
侃
台

女单1/4决赛
（20：00）

小威VS埃拉尼

巴辛斯基VS乌伊范克

男单1/4决赛
（22：00）

德约科维奇VS纳达尔

穆雷VS费雷尔

本报讯 6月2日晚，法国网球公开
赛在巴黎展开两场女单1/4决赛的争
夺。前赛会冠军、七号种子伊万诺维奇
以6：3/6：2轻取赛会第19号种子、乌克
兰新星斯维托丽娜，时隔七年重返法网
四强。

在随后结束的另一场比赛中，上一
轮淘汰了卫冕冠军莎拉波娃的捷克名将
萨法洛娃，以7：6、6：3击败21岁的西班

牙新星穆古鲁扎，取得第二个四强席位。
伊万诺维奇在2008年夺冠之后首

次闯入到法网四强，这位前世界第一在
今年的法网呈现出低开高走的表现，状
态越来越好，她在前两轮经历苦战，之
后第三轮送蛋晋级，第四轮击败了实力
不俗的马卡洛娃。

在半决赛中，伊万诺维奇将战萨法
洛娃。 （小新）

伊万、萨法洛娃打入女单四强
伊万诺维

奇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7人制草根足球赛
企业组16强产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5年“江苏省建”7人制
草根足球赛企业组小组赛近日在海口结束，经过60场
比赛的争夺，杀入第二阶段淘汰赛的16支球队出炉。

在16强中，火山口公园是四个小组中唯一一
支5战全胜积15分出线的队伍，路华石油68队、
海南联合建工、海南麦当劳争得各自所在小组的
头名晋级淘汰赛。淘汰赛将于6月6日在海口世
纪公园7人制灯光足球场举行。

在超级组的排名中，佳宁娜红色战车5战4
胜1平积13分独占鳌头；甲级组嘉二联与青岛啤
酒茵福FC同积13分，嘉二联以净胜球排名第一。

中超第13轮今日打响

上港欲止连败颓势
本周中，中超联赛进行第13轮争夺，3日率先

进行3场比赛，其中升班马石家庄永昌主场与上
海上港之战最具看点。

石家庄永昌队战绩之好出乎意料，在少赛一
轮的情况下积16分排名第八，升班马成为最大黑
马，本轮借利用主场之利和对手低迷之机积极抢
分。当了多轮领头羊的上港队遭遇两连败后排名
下滑至第4位，被领先的三支豪门球队拉开3分，
本轮虽然客场作战，也会全力出击争取胜利，争取
止住连败颓势，在积分上咬住领先的队伍。

永昌上一轮做客上海，从上海申花身上抢下
1分。本轮回到主场迎战另一支上海球队——实
力更强的上港。石家庄永昌的好成绩提升了当地
球市，点燃了球迷的热情。此轮虽然面对强队上
港，也摆出了积极争胜的态度，他们在赛前发布的
海报上写上了“关门封沪，盼取胜利”的大字。

上港最近接连输给贵州和鲁能，主帅埃里克
森直言球队近期的最大问题是防守，前10轮只丢
6球，最近2战共丢了6球。其实上港的进攻问题
同样不小，过去两轮他们虽然打进3球，但如果不
是鲁能大比分领先时有些大意，上港很难在补时
阶段打进2球。此外，上港板凳厚度不够，缺少一
两名主力，实力就会打折扣。本轮比赛，永昌队如
果能继续抢分也不稀奇。 ■ 林永成

东方市体育联欢庆“六一”
本报讯（通讯员李英才）日前，东方市在市民休

闲广场举办庆祝“六一”体育联欢活动。活动由东方
市文化局主办、市体育服务中心和市（国家级）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承办、市教育局和市艺术团协办，来自
10多个单位的100多名少年儿童分别表演了健美
操、健身舞、体育舞蹈、武术、太极拳、跆拳道等10多
个节目。活动形式新颖，丰富了少儿的节日生活。

今日对阵

制图/陈海冰

法网
公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