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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小时》今收官
本报讯 4月8日晚，浙江卫视《二十四小时》

将迎来收官之作的播出。
节目中，陈坤将带领韩庚、吴磊组成的“颜霸

队”，与徐峥领衔大鹏、尹正组成的“笑霸”队，双双
穿越回600年前郑和宝船起锚下西洋的起点——
南京。既然是最后一战，游戏任务当然不会简
单。六朝古都里，6位时空水手迎来的冒险与前
几站的画风完全不同，在令众人瞠目结舌的同时，
也让他们倍感压力：陈坤直呼太累，徐峥无奈咆
哮，韩庚直接认怂，大鹏尴尬扑街，尹正全程低气
压，吴磊有力使不出…… （欣欣）

《妈妈的牵挂》将落幕
本报讯 在经历3个月的热播之后，《妈妈的

牵挂》将于本周日迎来收官作品的播出。
“北漂”、“沪漂”、“广漂”、“深漂”、“港

漂”……《妈妈的牵挂》放眼全国，将为理想远走
他乡的有志青年悉数收入囊中，彰显的是人们理
想中的家国情怀。

收官之作更会将公益进行到底，关注留守儿
童。本期节目以湖南省永州市江华县“留守儿
童”黄臻华的故事为引，希望借媒体之力，激起全
社会对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关爱他们

“缺失的童年”。 （欣欣）

新华社北京4月 7日电 （记者熊
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7日对北
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诉张艺谋合同纠
纷案二审宣判，法院判决该公司给付张
艺谋影片《三枪拍案惊奇》分成款
246.36万元。对于该判决，张艺谋方表
示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

7日9时30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本案。经过短暂休
庭后，法庭当场宣判。张艺谋及北京新
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伟平未
到庭，双方均委托代理律师出庭。

因影片《三枪》的收益分配问题，导

演张艺谋起诉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
司，索要收益1500万元。2015年9月
1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宣判，判决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给
付张艺谋影片《三枪》分成款 1500万
元。宣判后，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
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庭审中，双方主要争议焦点集中在
案件涉及的1253.64万元款项的性质如
何认定。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就《三枪》分成
款的数额问题，张艺谋主张为1500万
元，依据双方签订的《协定备忘录》约定，

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应当就该片宣
传及发行等费用支出举证。一审中，该
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分成款总金
额，且在法院准许张艺谋的审计申请后，
未提交相应资料，导致审计无法进行，故
应当由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就此承
担不利后果。结合张艺谋提交的备忘录
中第三方安乐公司在《公司董事会决议
证明》中表示1253.64万元为部分发行
收入，此数额与张艺谋主张数额差距在
合理范围。因此，法院对张艺谋主张的
1500万元分成款诉求予以确认。

对于案件涉及的1253.64万元的性

质问题，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认为
是《三枪》的分成款，张艺谋认为此款系
以前所欠导演片酬。根据双方签订的备
忘录涉及的另一合同方安乐公司证明，
在《三枪拍案惊奇》发行后，其收到北京
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给付的部分发行收
入分成款1253.64万元。综合考虑证据
证明力和相关时间顺序等因素，法院认
定该组证据证明力较高。因此，对新画
面公司的主张予以支持。因此，新画面
公司应支付张艺谋余款246.36万元。

法庭最终宣判：新画面公司给付张
艺谋影片《三枪拍案惊奇》分成款

246.36万元。
宣判后，张艺谋的代理律师王钢

表示，将继续通过提起再审等方式维
护权益。

本案主审法官宫淼认为，随着我国
文艺事业发展，因没有合同或者合同约
定不明等原因导致的纠纷数量可能增
多。为避免纠纷，合作的双方或者多方
应当书面约定合同、协议或者收据，具体
内容可以包括投资的数额和方式、成本
回收的顺序、利润分配的比例、时间细节
等，有助于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参与采写：王婷玮）

本报讯 2016广物首届沙滩音乐
节将于5月1日在广物·滨海国际盛大
举行，一场音乐旋风即将席卷椰城。届
时，羽泉、陈乐基、孙伯纶、李一哲、风林
火山等多位明星将亲临现场，与海口乐
迷零距离接触。

据介绍，作为“五一”小长假海南
规模最大的户外音乐盛事，2016 广
物首届沙滩音乐节将邀请拥有最美
和声之称的中国流行乐坛首席组合
羽泉、摇滚铁嗓歌王陈乐基、灵魂歌
者孙伯纶三大实力唱将齐聚一堂，与

海南乐迷共襄音乐盛举，尽情唱响在
广物·滨海国际。

广物地产集团深耕海南数载，先
后筑就了广物·滨江帝景、广物·滨
江海岸、广物·滨海国际、广物·雅
拉湖畔、广物·光村雪茄风情小镇
等臻品楼盘，深受广大业主喜爱。
此次再与羽泉、陈乐基等歌坛巨星
联袂上演音乐旋风，诠释广物地产
集团高格调的社区文化品味，势必
在海南掀起一场地产与文艺跨界结
合的全新风暴。 （钟新）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卫小林）
4月8日又到周末，记者今天从海南几大
院线获悉，本周末将有《伦敦陷落》、《我
的老婆是明星》、《隔壁惊魂》3部类型不
同的新片上映，陪影迷欢度周末。

据介绍，《伦敦陷落》是一部进口动
作大片，内容讲述英国首相逝世后，到
伦敦参加葬礼的多国元首相继遭到暗
杀，伦敦多处地标性建筑被炸，美国总
统和贴身保镖在全城戒严的状态下成
功撤退的故事。该片有三大特点，一是
面对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形势，
观看这部电影能让观众学到有用知识；
二是该片主演杰拉德·巴特勒曾主演过
《斯巴达300勇士》、《神战：权力之眼》
等多部卖座片，《伦敦陷落》中的他不但
堪称硬汉英雄，而且还表现出了足智多
谋；三是该片的特效制作由《敢死队》系

列片的特效团队打造，不少场面令人惊
心动魄。

香港爱情喜剧片《我的老婆是明
星》讲了一个温暖又有人性的故事，刘
心悠饰演的朱淇在影圈浮沉多年也没
走红，一次意外被电影公司老板看中，
终于荣升贺岁片女主角。作为娱记的
老公，为圆朱淇明星梦，决定隐瞒其已
婚身份事事配合。可随着朱淇人气急
升，夫妻关系日渐疏离，老公只好当“狗
仔”潜入剧组监视，意外发现老婆竟与
电影公司老板关系暧昧，一场大吵从天
降临……

《隔壁惊魂》是一部惊悚恐怖片，描
述一对恋人与隔壁邻居一来二去聊得
投机后，男友恋情出现偏移，新女友竟
然怂恿男友以多种方式谋杀前女友，故
事既惊险刺激，又有现实意义。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卫小林）
海南本土时尚界盛事——2016年第十五
届精功（国际）模特大赛将于本周末在海
口举行海南赛区海选赛，由此掀起2016
年精功模特大赛全国比赛的时尚风暴。

据介绍，本届精功模特大赛自今年
1月启动后，大赛官方开通的微信报名
通道，已接纳了众多青年男女报名参

赛。本届大赛要求参赛女选手年龄在
16岁至26岁之间，身高在1.68米以上；
男选手年龄在18岁至28岁之间，身高
在1.78米以上。为吸引更多外国选手
参赛，大赛组委会还与海南生活网合作，
开通了俄文和英文报名通道。目前，已
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古巴
等地的模特选手报名参赛，预计今年参

赛的外籍模特将超以往历届规模。
记者了解到，作为大赛大本营的海

南赛区，年年都是最早开始海选比赛的
赛区，今年海南赛区的海选比赛，将于
本周末两天时间在海口的大学城、海南
大学以及三亚学院等地同时进行，大赛
组委会也接受选手微信报名、网络报名
和海选现场报名。

《三枪拍案惊奇》合同纠纷案终审宣判

张艺谋获246万票房分成款

《伦敦陷落》《我的老婆是明星》《隔壁惊魂》

3部新片今陪影迷度周末
广物首届沙滩音乐节“五一”唱响

羽泉陈乐基孙伯纶等强势来袭

精功模特大赛周末海口开赛

青年钢琴演奏家汤泓：

古典钢琴印象该颠覆了
由海南华人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和海南省文化

艺术学校联合主办的“T·越界——钢琴、女中音、
小提琴古典音乐会”，将于4月30日晚在海南省
歌舞剧院举行，届时，青年钢琴演奏家汤泓、女中
音歌手岳世一娃、小提琴演奏家范晓界三位青年
音乐人将跨界组合，为椰城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
艺术盛宴。汤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古典钢
琴给人的陈旧印象应该颠覆了。

汤泓是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硕士和演奏家
文凭获得者，她的演奏曾被纽约时报评价为“对
莫扎特音乐的精确诠释，对音乐有着不一般的
想法，并拥有闪光的完美触键”。此后，她曾多
次在世界各地举办独奏和室内乐音乐会，足迹
遍布美国、加拿大、荷兰和中国等多地。尤其是
她在世界多个音乐节上的演出，著名的如荷兰
国际音乐节、意大利国际音乐节、北京国际音乐
节等，让她与世界多个著名乐团都曾有过合作，
包括温哥华交响乐团、温哥华爱乐乐团、VAM
交响乐团和纽约MSM交响乐团等，练就了精
彩的钢琴演奏技艺。

汤泓表示，本次海南音乐会上，她将从中国名
曲选到西方现代派乐曲，从浪漫主义情怀演绎到
国粹京剧元素，“我的演奏将彻底颠覆古典钢琴以
往留在观众心目中的陈旧印象。”汤泓说。（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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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泉组合人气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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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垦老年人
乒球赛今日开赛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宋
敏）2016年海南农垦“昌炜”杯全国农垦老年乒乓
球邀请赛4月8日在海口举行，接下来三天中，来
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农垦局的老年运动员
们将开展一场场精彩的球技比拼赛事，一争高下。

本次比赛邀请来自新疆、江苏、广东、黑龙江、
北京等地区以及海南各市县农垦系统的退休干部
组队参赛，老年男女代表队各20支。男运动员年
龄须55周岁以上、女运动员年龄50岁以上方有
参赛资格。男女团体赛均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采取分组循环赛，每组取前两名参加第二阶
段的淘汰赛。

省首届残疾人
乒球赛开拍

本报屯城4月7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余军军 符兰芬）今天上午，海南首届残疾人乒乓
球公开赛在屯昌县体育馆开幕。以“快乐运动，放
飞梦想”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市、县和海南（海口）
特殊教育学校的19支代表队，共151名参赛选手
将在为期4天的比赛里奋勇争先，竞相角逐13项
荣誉。

本届公开赛共分上肢残组男子单打、智力残
疾组女子单打等13个项目，分别对各项目前3名
的运动员和总分前3名的单位进行奖励。在151
名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仅10岁。为
了激励运动员团结拼搏的比赛精神，弘扬裁判公
平执法的社会主义体育道德风尚，组委会还特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省中学生运动会
足球赛开踢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
钟瑞科）今天上午，2016年海南省中学生运动会
足球赛暨校园足球联赛（第二十三届中学生足球
赛）在海口市灵山中学开赛，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
宣布比赛开赛。

本次比赛共有52支代表队参赛，其中高中男
子组23支代表队、429名队员，初中男子组20支
代表队、319名队员，中学女子组9支代表队、177
名队员，分别在海口市灵山中学、海南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海南白驹学校总计
进行168场比赛。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北京时间
4月7日，国际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男足
世界排名。中国队在亚洲球队中排名第
八，12强赛抽签将铁定避开阿联酋队。

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

赛的抽签规则是，把12支球队按照最新
一期的世界排名分为六档，每档的两支
球队分别进入两个小组。

在当日最新公布的世界排名中，中
国队上升15位排名第81位，力压第83

位的卡塔尔队位列亚洲第八。与中国队
一起被划为第四档的还有世界排名第
68位的阿联酋队。

伊朗队在亚洲球队中排名最高，为
第42位。澳大利亚队排名第50位。这

两支球队将划归为第一档。此外，分列
第56、57位的韩国和日本队处于第二档，
沙特（60位）和乌兹别克斯坦队（66位）归
为第三档，卡塔尔（83位）和伊拉克队
（105位）为第五档，叙利亚（110位）和泰

国队（119位）划归第六档。12强赛分组
抽签仪式将于4月12日在吉隆坡举行。

此外，在本次排名中，榜首球队也发
生了变化，阿根廷超越比利时，登上世界
第一的宝座。

国足排名亚洲第八
世预赛12强赛避开阿联酋

8日，中超联赛第4轮广州富力将
在越秀山迎接延边队的挑战，富力队主
场有望拿下升班马延边队。

前 3轮，广州富力首轮主场 1：2
不敌升班马河北华夏幸福，随后客场
1：0战胜天津泰达。在上轮广州德
比中，广州富力队虽然0：2不敌恒大
队，但全队的表现上佳。在广州德比
战中，富力队的反击打得有声有色，
但因临门一脚欠佳而功亏一篑。虽
然输掉了德比，但富力队却收获了士
气和信心，主场对手升班马延边富
德，无论从赛季投入和球队身价来
看，富力都远胜延边。不过，延边前
三轮的表现着实惊艳，富力队绝对不
可掉以轻心。

以升班马身份晋级中超后，延边队
在前3轮分别对阵上海申花、江苏苏宁
和北京国安。“愣头青”延边队没有服
软，他们首轮便险些战胜老牌中超劲旅
上海申花，最终客场1：1拿到中超首个
积分。第2轮面对中超身价最高的苏
宁队，仅以1：2的微弱劣势落败。第3
轮回到主场迎战北京国安，延边队全
场占据优势并最终凭借河太均的进球
1：0战胜北京国安。3轮比赛过后，延
边队取得了1胜1平1负的战绩，更重
要的是，这支升班马在接连面对中超强
队时丝毫没有胆怯，尤其是前2轮客场
作战但并没有处于下风。客场迎战广
州富力队，延边队不想空手而归。

■ 王黎刚

中超第4轮前瞻

升班马延边队再度奏凯？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为期12天的
“激情青春·快乐健康”2016年临高县
青少年足球赛青年男子组比赛近日在
临高中学体育场结束。在决赛中，飞龙
队以3：0战胜新盈港队获得冠军，新盈
港队屈居亚军。

共有 9支球队、225 名球员参加
临高县青少年足球赛青年男子组的
比赛，他们分别是飞龙足球队、新盈
港足球队、足球联盟队、强记集团队、
农信社足球队、公安局猎豹队、住建

局足球队、壹号队和临高二中教师
队。本次比赛体现了“我运动，我快
乐”的运动精神，助推了临高县体育
运动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足球运动
氛围。

本次青少年足球赛小组赛采用
积分循环赛制，决赛圈采用淘汰赛
制。飞龙队队员李相宇荣获最佳射
手奖，新盈港足球队队员王峰养荣
获最佳守门员奖，最佳裁判奖由黄
琳获得。

临高青少年足球赛青年组收兵
飞龙队3:0战胜新盈港队获得冠军

■ 新华社记者 周欣 李嘉

每一届奥运会都有自己的独到之
处，参加里约奥运会的游泳军团将迎接
魔鬼赛程：半夜开始游泳决赛，运动员必
须开启“夜猫子”模式，这对于习惯早睡
早起的运动员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受场馆硬件所限，参加里约奥运会
游泳、跳水、花样游泳和水球的运动员们
要在奥林匹克游泳场和玛利亚·林克游
泳中心的两个泳池内完成所有比赛，以
高效利用场地。2015年3月里约奥运
会倒计时500天时，里约奥组委公布的
赛程更是“雪上加霜”：考虑到欧洲、美洲
等地观众的收视习惯和时差，将游泳项
目安排到了欧美观众的黄金时段，里约
当地时间晚上10点半才开始半决赛和

决赛的较量，下午1点进行预赛。
对于习惯了早睡早起的中国游泳运

动员来说，他们不但要改变生活习惯，成
为晚睡晚起的“夜猫子”，还要“愈夜愈兴
奋”，把最好状态留到半夜。

在佛山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暨里
约奥运选拔赛期间，新华社记者采访了
中国游泳队的教练和运动员，看看他们
怎样看待午夜决赛，怎样调整状态。

至于应战的具体细节工作，中国游
泳队副总教练、科研组组长陆一帆博士
介绍，中国队计划于7月初前往美国进
行适应性训练。“巴西与北京的时差是
11小时，美国纽约与巴西的时差只有1
小时。按照生理学规律，我们要先倒时
差，一天调整一个小时（时差），至少需要
两周适应；然后用一周时间调整运动员

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再根据奥运赛程，逐
渐推迟以往的上午和下午训练时间，改
为中午、晚上训练。”

“但最晚也不会超过晚上8点训练，
那样运动员没办法吃饭和休息，作息和
饮食全打乱，就不可能有好的状态。此
外，比赛时间太晚，运动员可能很难兴奋
起来。”陆一帆说。

宁泽涛坦承：“这将是我第一次参加
奥运会，半夜决赛是一个新的挑战。我
平时休息都很早，从来没有这么晚游过
泳。我会听从教练的安排，努力调整。”

奥运冠军叶诗文说：“我不是夜猫
子，到时候得适应新节奏。我想下午预
赛对我的影响不大，关键是半夜决赛需
要自己调整状态，就当是倒时差吧。”

（据新华社广东佛山4月7日电）

里约奥运游泳赛深夜举行决赛

中国泳军如何应对魔鬼赛程？

全国游泳冠军赛
周羿霖获

女子200米蝶泳冠军

4 月 7 日，在广东佛山举行的
201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里约奥运
会选拔赛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河
北队选手周羿霖以2分06秒56的成
绩获得冠军。图为周羿霖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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