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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主持人上吊身亡
本报讯 台湾某综艺节目混血兄妹主持人杰

克与安妮中的哥哥杰克，1月20日在台北南京东
路4段住处轻生身亡。

台湾媒体报道称，卫视中文台《就爱台湾味》澳
洲韩国混血男模主持人杰克，于20日凌晨约5时被
发现在自家阳台上吊自杀，当时因杰克哥哥的女友
要到阳台抽烟，惊见他上吊后赶忙报警送医，但仍
回天乏术。警方在他手机内找到他怀念去世女友
的文章，怀疑自杀原因可能是工作、感情不如意。

由于前一晚杰克还在讨论节目脚本，毫无异
样，且他凌晨还在脸书上分享先前到布拉格拍广
告的影片，完全看不出状况，因此消息一出，让大
批粉丝震惊。 （钟新）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卫小
林）原定1月29日在中国与美国同步
公映的好莱坞系列动画片《功夫熊猫
3》，将提前到1月23日下午2时开始在
海南超前点映，这是记者今天从海南各
大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功夫熊猫3》自1月18日
晚在上海举行规模盛大的中国首映礼
之后，其全明星超豪华阵容和幽默诙谐
的故事桥段，令许多功夫熊猫迷按捺不
住先睹为快的激动心情，纷纷要求提前
上映。片方于是顺应中国电影观众的
要求，最终决定于1月23日下午2时以
后开始超前点映。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感觉

中文配音版的《功夫熊猫3》，比英文版
更有看点。因为中文配音台词中意蕴
悠长的诗意排比句，以及与生活非常贴
近的自然化的口语，在各位中文配音明
星超强的台词功力和艺术表现力作用
下，显得与中国观众欣赏口味更近，更
接地气。而且，《功夫熊猫3》一如既往
地热闹好玩，将与前两集一样，一定会
收获不少人气。

记者了解到，《功夫熊猫3》故事围
绕神龙大侠熊猫阿宝在探寻自己身世
之谜的过程中重遇生父，并发现了离散
多年的同胞的下落，然而就在此时，邪
恶力量开始席卷中原大地，熊猫们可能
再次遭遇厄运的袭击……

新华社柏林1月20日电 （记者
郭洋）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
单元完整片单20日揭晓，中国影片
《长江图》是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
部华语影片。

《长江图》由中国导演杨超执导，
秦昊、辛芷蕾主演，讲述发生在长江上
的爱情故事。该片将在柏林电影节上
举行全球首映。出生于1974年的导
演杨超曾在2004年凭借长片电影处
女作《旅程》获得第57届戛纳电影节
金摄影机奖特别奖。

今年柏林电影节共有23部电影
入围主竞赛单元，其中18部参与金
熊奖角逐，另外 5 部只参展不参
赛。《长江图》为今年参与逐熊的唯

一华语片。
不过，今年还有不少华语片入围

电影节其他单元。就主办方目前公布
的选片名单看，已有《树大招风》《尼罗
河女儿》等10部作品分别入围论坛和
回顾与致敬等单元。

第66届柏林电影节定于2月11
日至 2 月 21 日举行。评委会主席
为好莱坞著名女星、影坛常青树梅
里尔·斯特里普。科恩兄弟执导的
美国喜剧片《凯撒万岁》将为电影
节揭幕。

柏林电影节始于1951年，素以突
出文艺、鼓励新锐等著称，与法国戛纳
电影节和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并称欧
洲三大电影节。

2016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提名揭晓

国产电影《长江图》成唯一入围片

张柏芝加盟湖南春晚
本报讯 湖南卫视2016年小年夜春晚将于

2月2日晚现场直播，节目导演组表示香港演员张
柏芝已确定加盟。

据介绍，晚会将主打“合家欢更青春”主题，开
启“冰雪嘉年华”序幕。晚会现场，《我是歌手》、
《爸爸去哪儿》、《旋风孝子》等节目嘉宾都有望携
手父母到现场助阵。

求学期间已学会滑冰的张柏芝，将在冰上表
演基本花式，为提高表演效果，节目组还将安排专
业教练教她一些更高难度的花式表演，让这台合
家欢晚会更好看。 （欣欣）

《奔爱》定档情人节
本报讯 近日开启路演的爱情片《奔爱》片方

表示，该片已经定档，将于2月14日情人节上映。
据介绍，《奔爱》讲述了5段关于爱的故事，其

中陈妍希的故事，由滕华涛执导。谈及片中的角
色，陈妍希表示这是一个“态度被动”的女孩子，但
她同时也强调，整个故事给予了她面对生活困难的
正能量。在陈妍希看来，虽然她和角色不太一样，

“女主角在感情受伤之后会躲起来，但我本人却是
一个乐观派，不会躲避而是喜欢面对”。 （欣欣）

郭敬明离场周杰伦无语
本报讯 1月22日晚，《最强大脑》第三季第三

期节目将在江苏卫视播出，节目中，郭敬明和Dr.魏
之间的观点分歧愈演愈烈，激辩过程中郭敬明甚至
激动离席，让两人之间的嘉宾周杰伦无语。

据介绍，本期节目将迎来全球首创的挑战项
目——“盲填立体数独”，难度直击人脑极限，其挑
战者潘梓祺被周杰伦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另
外，12岁小神童陈泽麒，此次则将挑战“海底总动
员”项目，酷似“柯南”的他，将在节目中与呆萌

“地图鱼”互动。 （欣欣）

本报讯 1月20日，3D奇幻喜
剧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简称《三打白骨精》）在京举办

“猴年看西游”首映发布会，郭富城、
巩俐、冯绍峰、小沈阳、罗仲谦、费翔
6大主演继杀青之后首次重聚，激动
宣称该片誓破票房纪录。

首映式现场，孙悟空扮演者郭
富城抛出重磅惊喜，为观众送上由
他演唱的、专为该片及猴年定制的
电影主题曲《就是孙悟空》MV。四
师徒和白骨精也在影片拍摄结束后
首次“相遇”，双方暂时忘记了对方

“对手”的身份，休战聊起了家常。
巩俐回忆起了与四人演对手戏

的点点滴滴。她表示非常喜欢冯绍
峰版的唐僧，两者的气质十分相符，
只是因为唐僧太瘦不够吃，所以戏
外经常给冯绍峰买零食，而白骨精
最想“吃掉的”则是八戒：“每次想和
罗仲谦聊几句时，小沈阳都对我百

般阻挠”，小沈阳也趁机豁出去大胆
“示爱”，并向巩俐“跪拜”，称其是自
己生命中“除了妈妈、女儿、媳妇外
最重要的女人，要用一生去爱护”，
当巩俐称小沈阳为“老师”时，他更
是难以控制激动的情绪，当场“晕
倒”在地。郭富城谈到与巩俐演对
手戏的感受时诚恳地表示：“可能说
这句话会得罪很多人，但我依然认
为，巩俐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女演
员，当之无愧的第一位。”

导演郑保瑞表示，从特效来看，
《三打白骨精》通过顶级特效技术，
缔造出了一个充满东方奇幻色彩的
全新西游世界；从故事来看，《三打
白骨精》是一部典型的合家欢电影，
各个年龄层次的观众，都能在电影
中找到情感的投射点。发布会最
后，6大主演及导演现场放出豪言，
预言《三打白骨精》必将打破华语电
影票房最高纪录。 （欣欣）

《功夫熊猫3》明天超前点映

《长江图》故事梗概

多年前，高淳（秦昊饰）
和安陆（辛芷蕾饰）在长江上
分开了。高淳离开了长江，
安陆则开始沿江向下的流浪
和修行旅程。多年后，因为
父亲的遗命，高淳重新开始
了一次沿长江逆流而上的运
货航程。长江好像成为了一
条时间的河流，不停地把高
淳带入到安陆这些年的生活
场景中。他们好像重新相爱
了。但安陆已经走上爱与修
行之路，他们的相遇，只是又
一次漫长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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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白骨精》北京首映
6大主演重聚誓破票房纪录

小沈阳在《三打白骨精》中演的猪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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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1月21日电（记者王黎刚）
碧桂园·珊瑚宫殿杯2016年中国（陵水）国
际羽毛球挑战赛今天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雅
居乐体育馆产生了各个项目的8强。中国
球手表现出色，55人进入了8强争夺战。

本次比赛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
和混双等5个比赛项目。比赛吸引了中
国、印尼、日本、委内瑞拉、马来西亚、智
利、中华台北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队100多名球手参加。经过两天的激

战，中国球手占据了绝大部分 8强席
位。在8强中，有一对越南混双和女双、
一对香港队男双和荷兰新西兰跨国组合
男双、一名印尼男单。

中国（陵水）国际羽毛球挑战赛是世

界羽联批准举办的包含世界排名积分的
正式比赛，赛事级别为挑战赛。这是陵水
连续第三年举办该项赛事，也是2016年
在国内举办的第一站世界羽联积分赛。

比赛期间，“趣味运动嘉年华”互动版

块同期开展，以此增添赛事氛围，吸引民
众积极参与赛事，让观众在感受赛事激情
的同时还可以体验羽球趣味游戏的乐趣。

本届赛事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

2016年中国（陵水）国际羽毛球挑战赛产生8强

中国球手高歌猛进

新华社广州1月21日电（记者王
浩明）21日下午，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
和上海上港俱乐部几乎同时宣布，双方
签约完成，埃尔克森从广州恒大转会至
上海上港，虽然双方在官方渠道都没有
透露巴西人的转会费等细节，但新华社
记者从接近转会的人士了解到，埃尔克
森的转会费高达1850万欧元，并有回
避条款。

该人士对新华社记者透露，在恒大
和上港双方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后，
埃尔克森的转会在21日下午1点完成
签约，转会费高达1850万欧元。

对于这个数字，该人士说，在此前
的谈判过程中，恒大一直坚
持2000万欧元，而上港方
面则提出最多 1600 万欧
元，直到21日下午，双方互
相让步，才达成了1850万
欧元的共识。

另外，恒大方面一直要求的回避条
款也得到了满足，上港方面承诺，2016
赛季的中超和足协杯与恒大的比赛中，
埃尔克森将不会出场。但双方俱乐部
官方并未对上述回避条款给予证实。

按照以往国际和国内转会市场的
惯例，回避条款一般在租借的交易中常
见，但在转会上却实属罕见。

2012年12月，广州恒大从巴西博
塔弗戈俱乐部签下埃尔克森，转会费为
570万欧元，三年后转卖给上港，翻了
三倍还多。

“埃尔克森的转会收益，无论从增
值数额还是增值比例，都是迄今为止中

国足球转会市场上最大一
笔收益，不仅让俱乐部收回
了570万欧元的初始投入，
还大幅溢价转出，获得数倍
的收益。”广州恒大淘宝俱
乐部在官方声明中说。

埃尔克森转会上港内幕

转会费1850万欧元 有回避条款

新华社墨尔本1月21日电（记者
刘宁 宋聃）中国姑娘张帅21日收到一
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在女单第二轮中以
两个6：3淘汰法国名将科内特，职业生
涯首次杀入大满贯赛事女单32强，成
为中国队唯一一位打入第三轮的球

员。老将休伊特以0：3不敌西班
牙名将费雷尔，告别征战了20年
的澳网男单赛场。

在此前与科内特的四次交手

中，张帅1胜3负。在2015年澳网
首轮中，张帅就是被这位法国名将
淘汰出局。不久前，科内特还刚刚摘

得霍巴特网球赛的女单冠军。
张帅赛后说：“同样的对手，

为什么之前我能输，这次能赢
呢？我觉得还是实力，而且她刚
刚拿完冠军。不管排名高低，增
强自身实力最重要，虽然我现
在排名低，但比我排名高时在
场上打得更自信。”

谈到接下来的比赛，张
帅说：“我还不知道下一
场对手是谁呢。在自己
状态好的时候，能赢

一场是一场，不用多想。我不惧怕任何
对手，只要能战胜自己就好。”

在此前的一场比赛中，同样首次进
军澳网女单次轮的中国姑娘郑赛赛未
能再进一步，以2：6和3：6不敌英国小
将孔塔。

虽然在女单赛场上输了比赛，但
郑赛赛接下来与徐一璠搭档在女双赛
场上赢得了胜利，这对中国组合以6：
4和6：3战胜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本
科和哈萨克斯坦选手普廷塞娃，晋级
女双次轮。

在另一场女双首轮比赛中，张恺琳
与哈萨克斯坦选手迪亚斯的组合以2：
6和4：6不敌俄罗斯组合加斯帕娅和帕
诺娃。

当晚澳网的重头戏在罗德·拉沃尔
球场上演，澳大利亚“野兔”休伊特苦战
三盘，耗时2小时32分钟，以2：6、4：6
和4：6不敌西班牙名将费雷尔，结束自
己20年的澳网男单之旅。

休伊特说：“罗德·拉沃尔球场对我
说像是第二家乡！对于我来说，这里是
最好的终结之地。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中，总是尽我所有为澳大利亚而战，这
一直是最令我感到骄傲的。”

在另外两场焦点之战中，上届男单
亚军默里在第二轮中以6：0、6：4和6：
1淘汰澳大利亚好手格罗斯；前WTA
排名世界第一的白俄罗斯名将阿扎伦
卡以6：1和6：2轻取黑山选手科维尼
奇，晋级女单32强。

晋级32强获生日大礼

张帅:我不惧任何对手

关注
澳网

中甲权健再签赵旭日
“标王组合”誓冲超

新华社天津1月21日电（记者张泽伟）天津权
健足球俱乐部21日宣布与赵旭日签约，这位随恒大
获得众多荣誉的前国脚新赛季将征战中甲联赛。

30岁的赵旭日是广州恒大队两夺亚冠联赛
冠军、四夺中超联赛冠军的功勋球员，也多次入选
国家队。权健俱乐部称，赵旭日这样具有冠军基
因的优秀球员加入球队，可以进一步提升权健队
的整体实力，帮助球队取得更好成绩。

作为中国足坛的新军，被称为“中甲土豪”的
天津权健是“金元足球”不折不扣的助推者，在上
赛季结束后便开始进入买买买的节奏，先是签入
大牌主帅、巴西人卢森博格，随后又巨资引进两名
巴西前国脚法比亚诺和贾德森。在内援方面，权
健也是不惜血本，先后揽入两大“标王”——6600
万元的孙可和7000万元的张鹭。

屡造“标王”、搅动中国足坛转会风云的权健，
正在兑现其当初进入足球时的豪言壮语——用中
超顶配阵容打中甲，实现“冲超、亚冠、世俱杯”三
步走目标。

大动作不断的权健也进一步激活了沉寂无闻
的中甲联赛，2016赛季的中甲竞争将是史无前例
的激烈，除了权健外，北京人和、北京北控、大连一
方等也都重金投入，在内外援市场上动作不断。
据了解，明年冲超的队伍至少有八家，这在中国职
业联赛的历史上非常罕见。

CBA前瞻

江苏欲复仇北控
22日，2015-16赛季的CBA第32轮的比赛

将全面开打，北控迎战江苏。北控在京城德比之
中末节逆转北京取得连胜，他们士气旺盛，如果能
够延续上一场比赛的强悍防守，他们有机会双杀
江苏。江苏上一场比赛客场逆转福建取得四连
胜，整体攻防成熟是该队的法宝，他们要争取复仇
北控。

北控上一场比赛击败北京不单单是取得了连
胜，更重要的是提升了球队的信心。如今迎战江
苏，北控气势正旺，只要他们保持上一场比赛的防
守强度，那么他们有机会延续连胜。

江苏近来势头不错，在上一场比赛之前，他们
已经取得了一波三连胜。上一场比赛挑战三外援
的福建，尽管江苏在前三节一直被对手压着打，但
到了第四节他们展开反攻成功反超了比分，最终
以120：114击败福建。在拿到四连胜之后，江苏
的战绩为14胜17负，他们依然有机会进入季后
赛。与福建这场比赛，江苏7人得分上双，毫无疑
问，这是一场集体的胜利。如今挑战三外援的北
控，战术更加丰富依然是江苏的法宝，他们要打出
自身的特点。 ■ 王黎刚

张
帅

埃
尔
克
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