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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日，有网友爆料
称，TFBOYS成员易烊千玺的照片被
骗子冒用，出现在一则“悲情求助”告
示上，称其身患重症需要募捐，如此公
然诈骗，引发了大量群众围观。

5月1日晚，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
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官方微
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专门发文提
示：“大家不要再被图上这种‘悲情求
助’骗了，看到可以报警。”

对此，记者致电联系TFBOYS方
面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还没听说这件
事，“因为大家还在休假，所以暂时不
做官方回应。”

其实，明星照片被冒用的案例数
不胜数，“被诈骗”的绝不止易烊千玺
一个人。

说到照片被盗用的明星，首当

其冲的就是李湘了，经常网购的小
伙伴们应该都印象深刻，但凡在购
物网站一输减肥两个字，产品代言
人大都是李湘，而且这些商家还擅
自挂出李湘发福时的照片，完全不
考虑李湘的心情。

同受减肥产品商家“青睐”的还有
天后王菲。2015年6月，王菲的形象
就出现在一款“瘦身汤”广告中，该广
告称王菲的好身材得益于使用该产
品。对此，王菲经纪人陈家瑛在微博
上发文澄清，否认王菲将肖像和图片
授权给该品牌使用，并称该广告内容
实属虚构，严重误导消费者，“我们保
留追诉权和采取法律手段的权利。”

2014年1月，袁咏仪、关之琳也曾
被卷入诈骗事件。当时，有农民拉横
幅称，被袁咏仪与关之琳联合骗去血

汗钱，并登上了新闻。但后来，袁咏仪
和关之琳也是受害者，这两位明星被
人盗名成立了连锁服装店，商家打着
两人的名义骗钱。

除了中国明星，就连来自韩国的
李敏镐也没能躲过不良商家的魔爪。
2015年6月，有厂商偷用李敏镐的帅
照印在面膜上，用来吸引粉丝购买。
李敏镐所属公司得知后正式提出警
告，并要求对方马上下架。

2015年1月，有媒体爆料称，刘诗
诗照片被某援交女骗子盗用，出现在
网站小卡片上，据说一位台湾大叔因
此受骗，身心受到伤害。

面对这些来路不明的募捐、明星
广告，爱心人士和消费者都要保持理
智，擦亮双眼，一旦遇到诈骗行为，一
定要及时报警。 （冉蕊）

易烊千玺照片被人盗用行骗
明星形象被盗用屡屡出现

新华社洛杉矶5月1日电（记者
张超群）迪士尼公司出品的3D真人动
画影片《奇幻森林》周末三天在美国和
加拿大 4041 家影院票房收入超过
4200万美元，稳居周末票房榜第一，

成为北美票房三连冠影片。
《奇幻森林》由《钢铁侠》导演乔

恩·法夫罗执导，首次出演电影的13
岁男孩尼尔·塞西扮演片中唯一的真
人角色。

迪士尼公司1967年曾制作过一
部同名动画片，电脑3D技术让这部时
隔近50年的新作带来耳目一新的视
觉效果。

《奇幻森林》自4月15日在北美上
映以来保持了较强的票房号召力，累
计获得超过2.5亿美元票房收入。

环球影业出品的《猎神：冬日之战》
周末三天收获票房939万美元，连续第
二周位居票房榜亚军。上映10天以
来，票房总计3400万美元，与其1.15亿
美元的制作投入仍有较大差距。

华纳兄弟公司推出的限制级喜剧
新片《基努猫》4月29日在北美2658
家影院上映，收入935万美元，名列票
房榜第三。影评人给出了75％的观影
推荐值。

为5月8日母亲节推出的应景影
片《母亲节》以及《理发店 3》分别以
830万美元和620万美元排名北美票
房榜第四和第五。

《透鲜滴星期天》收视高
本报讯 5月1日晚，湖南卫视明星美食爆笑

综艺节目《透鲜滴星期天》播出第二期，与首期节
目相比，第二期节目无论内容还是嘉宾表现，都增
添了更多趣味和话题性，收视也迅速飙升。

据介绍，第二期节目全国网收视率达到了
1.03%，收视份额占据5.81%，成为当晚所有综艺
节目中的份额第一，较之首期节目更是大幅度攀
升，稳居所有节目榜首。

节目在23岁以下观众群体中的收视率高达
1.65%，到达率增长近100%，其他年龄层收视率
也有大幅提升。 （欣欣）

《新野蛮女友》引热议
本报讯 爆笑爱情喜剧《我的新野蛮女友》正

在全国热映，片中车太贤和野蛮女友一起领衔的
夫妻小剧场直击观众笑点，也令影迷对片中剧情
引发了热议。

《新野蛮女友》上映不到一周，就在年轻观众
中引起很大共鸣，影迷们对片中车太贤饰演男主
角牵牛时隔多年后重遇青梅竹马的星星，并且最
终收获幸福婚姻的情感经历羡慕万分。最初的承
诺与美好的初恋，也让很多网友在网上大呼“我又
相信爱情了”，更让影迷感叹，牵牛要有多勇敢才
能对初恋念念不忘啊。 （欣欣）

《大唐玄奘》收获好评
本报讯 传奇史诗电影《大唐玄奘》自4月29

日上映后，不断获得观众和影评人的交口称赞，观众
表示这是一部诚意满满的影片，值得“静心”一看。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著名影评人饶曙光
表示，《大唐玄奘》延续了霍建起导演电影一贯的
艺术追求与唯美的艺术风格，以及他对真实氛围
的细腻还原，一方面无限接近历史真实，另一方面
又呈现出比画面更丰富的意蕴。该片无论是在制
作层面上还是在艺术表现力层面上，都达到了中
国电影一个新的水平。 （欣欣）

《我是杜拉拉》热播
本报讯 “杜拉拉系列”终极篇《我是杜拉拉》

正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收视率夺冠，口碑
甚佳，开启了4月都市职场家庭剧追剧热潮。

剧中，戚薇展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杜拉拉形
象，不仅有职场对弈，又有婚姻家庭的现实烦恼。
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成了现代职场杜拉拉们面
对的现实问题。

作为当下电视剧市场当红制片人之一和《缘
来非诚勿扰》新点评嘉宾的黄澜，她也领略了杜拉
拉式烦恼，她兼顾事业和家庭的秘诀，是工作和生
活都自己安排好时间，相信会对职场新人有指点
作用。 （欣欣）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日前，2016第
15届精功（国际）模特大赛全国首场晋级
赛在海口上邦百汇城举行，最终有32名
选手入围海南赛区决赛。

记者现场看到，晋级赛当晚，40多
位参赛者分别进行了休闲装、泳装展示，
比赛在开场秀的音乐响起之后很快就进
入白热化状态。经过两周培训，每位参
赛选手都显得更加专业和自信。首次担
任该大赛评委的海南生活俄文网站总编
辑康津晟告诉记者：“比赛很专业，选手
很棒很出色！”

据介绍，本届大赛首开先河，与海南
生活俄文网站合作开通了大赛的俄文和
英文报名通道，因此吸引了全球四大洲
10多个国家的模特报名参赛。海南赛
区作为大赛大本营，不但在全国最早举
行比赛，而且是第一个举行晋级赛的赛
区，因而吸引了近千名年轻人报名参赛，
其中有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

以色列、古巴、喀麦隆等国家的选手参加
海选。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有40多名选
手参加了海南赛区晋级赛。

据悉，本届大赛涉及全国28个省、
区、市，在全国设有15大赛区，参赛选手将
通过分赛区报名、海选、晋级和分赛区决
赛等层层选拔，跻身全国总决赛的选手，
将于8月6日在海南展开最终的角逐。5
月28日，海南赛区决赛将精彩开幕。

精功模特大赛举行首场晋级赛

32名选手入围海南赛区决赛 《奇幻森林》北美周末票房三连冠

《奇幻森林》剧照

选手进行休闲装展示 冯巍 摄

易烊千玺 行骗者所用照片竟然是易烊千玺

2016年5月3日 星期二B05 值班主任：黄娟 主编：王黎刚 美编：陈海冰综合体育新闻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 林永成）
2016年全国足球乙级联赛近日在海口
结束了第三轮的比赛。凭借前锋薛晨的

“帽子戏法”，主场作战的海口博盈海汉
队以4：1轻取上海聚运动队，取得了新
赛季中乙联赛的首胜。

在乙级联赛的前两场比赛中，海
汉队先后不敌成都队和四川队，积分
垫底。本场比赛海汉队非胜不可，否
则很难完成本赛季进入南区前四名的
目标。开赛后，上海队利用角球先下
一城。随后海汉队展开了潮水般的反

扑，连进四球。上海聚运动足球俱乐
部前身为云南普洱万豪足球俱乐部，
2016年 1月球队转让并更改为现名。
上海聚运动队现任主教练为塞尔维亚
人拉迪·可可维奇，队中中场大将沈龙
元先后效力于上海申花、浙江绿城等

队，曾入选过国奥队并参加了2008年
北京奥运会。

赛后，海汉队主教练李晓表示，今
天全队都很拼，充分发挥了快速、高效
的特点。虽然之前遭遇两连败，但球
队进步明显，这场胜利很好地提振了

士气和信心，以后海汉队会变得越来
越好。上演“帽子戏法”的薛晨兴奋地
说：“之前的两场失利，让大家憋着一
口气，本场我们终于爆发了。感谢球
迷的助威，希望自己继续进球，也希望
球队继续取胜。”

薛晨上演帽子戏法，4：1大胜上海聚运动队

海口博盈海汉队获中乙首胜

■ 新华社记者岳东兴 李劲峰

里约奥运会积分赛随着亚锦赛的
落幕在1日画上句号。中国羽毛球队
除了在武汉斩获两金外，更确保了世
界唯一的奥运满额甚至是“超额”的参
赛席位。队员们为此在一年来几乎没
有休息时间，付出极大努力，疲劳作战
的他们下一阶段将转入赛练集合、“闭
关修炼”的能量和战术补充期，为着四
年一次的奥运会展开最后冲刺。

男单双保险 疲劳成问题

连续4个星期打了18场球的谌
龙，连续打了5站比赛的林丹，这次都
败给了状态正佳的马来西亚“一哥”李
宗伟。疲劳的累积和精力的下降，成为
两大主将失利的共因。不过，在最高领
奖台上俯视林丹和谌龙的李宗伟，并没
有显得有多兴奋，他明确表示，“再等四
年已没有可能”，里约奥运将是他冲击
金牌的最后机会，因此亚锦赛夺冠毫无
庆祝的必要。他的这种欲望和稳定的
状态，也宣告了他将是国羽“双保险”卫
冕男单金牌的最大劲敌。

女单很霸气 谁能去里约？

到底是王仪涵，还是王适娴？这

个疑问贯穿了整个亚锦赛，也带给面
临“三选二”奥运名额竞争的三大“金
花”额外的动力。

在王适娴止步8强后，王仪涵和
李雪芮势不可挡，将四位世界排名前
十的奥运主要劲敌，一一斩落马下，直
到会师决赛。而这样的强势在一年多
来“群芳争艳”的世界女单格局中很少
见到，堪称一次提气的胜利。

“我们女单能够进入决赛，也是一
种肯定，积累了更多一些信心吧！”夺
冠后的王仪涵说。亚锦赛前奥运积分
落后的她，将能在夺冠后赶上来。但
是，谁能去里约，目前仍不确定。因为
国羽总教练李永波已明确表示，将会
以排名、外战成绩和最后几个大赛的
表现进行综合考虑。由此看，即便是
被外界看好肯定能去里约的伦敦奥运
会冠军李雪芮，也要拼到7月初名单
最终公布的那一刻。

男双薄弱 新人可期

男双是国羽五个单项中，唯一仅拿
到两个奥运满额席位的，其余四个单项都
是超过两人（对）的选手拿到奥运资格，这
也反映出男双整体实力相对薄弱。混双
奥运冠军张楠，在兼项与“风云”拆散后的
傅海峰配对以来，迅速扛起了男双大旗，
排名上也超过了另一对老搭档柴飚／洪

炜。但是，面对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宝座的
韩国组合李龙大／柳延星，以及印尼、丹
麦等组合的冲击，中国男双面临的困难在
五个单项中相对最大。

令人眼前一亮的，是“95后”组合刘
雨辰／李俊慧此次表现惊艳，他们一路击
败了世界第二的印尼组合阿山／塞提亚
万、前辈张楠／傅海峰，还在决赛中将李
龙大／柳延星拖入苦战，最终入围了国羽
汤尤杯名单。虽然二人无缘里约奥运会，
但也为下一个奥运周期的男双带来希望。

混双夺冠的张楠／赵芸蕾，依旧是
双打里国羽最放心的夺金点之一。不过，
老将赵芸蕾坦言，在体能和精力下降后，
再让她兼项女双“不是很实际”。这预示
着去年才配对但进步神速的于洋／唐渊
渟，有望成为女双冲击金牌的第一组合。

接下来，历经一年“抢分”疲惫期的
国羽，有了调整的机会。在打完本月汤
尤杯后，他们将有两个月的集训期，期间
只有一两个比赛涉及种子排位，其他时
间都将系统训练。谌龙认为，那将是全
队“储备能量、体能，以及积累战术经验”
的关键期。

总教练李永波对最后两个月的备
战充满信心。他表示，虽然奥运会压
力很大，但国羽将会以5月为分水岭，
目标将从“拿分”向“夺金”转变，且通
过系统的休整和集训，力争将“所有状
态集中在汤尤杯和奥运会爆发”。

冲刺里约 谜底待解
国羽下一阶段开始闭关修炼

英足球记者协会年度最佳评选出炉

瓦尔迪当选最佳球员
据新华社伦敦5月2日电 英超莱斯特队前

锋瓦尔迪2日在英格兰足球记者协会（FWA）的
投票中当选年度最佳球员。

在这项由专业足球记者进行的投票中，瓦尔
迪击败了队友马赫雷斯与坎特，获得了36％的选
票成功当选。

29岁的瓦尔迪在本赛季的英超比赛中已经收
获22粒入球，并创下了连续11场比赛入球的英超
纪录。莱斯特队目前也以较大优势领跑积分榜。

一共有7名莱斯特球员获得了选票，其中瓦尔
迪的队友马赫雷斯还在上个月英格兰职业足球运
动员协会（PFA）的投票中获得了年度球员的荣誉。

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前瞻

德甲巨人背水一战
5月4日凌晨，2015-2016赛季欧冠半决赛

第二回合开战，德甲巨人拜仁慕尼黑主场迎战西
甲豪门马德里竞技。首回合，拜仁客场0：1不敌
马竞，回到主场，他们必须背水一战。

在欧冠，拜仁已经豪取主场11连胜，客场0：1
输给马竞后，他们要借助主场优势扭转不利局
面。当然，此番主场作战，拜仁压力极大，面对马
竞的超级防线，他们必须得净胜至少两球才能确
保晋级。如何在大举压上的同时，避免被对手偷
袭得手，将是困扰拜仁上下的难题。

本赛季，马竞在欧冠之中客场表现出色，小组
赛阶段，他们保持不败，战绩为2胜1平。进入淘
汰赛，他们客场0：0逼平埃因霍温。面对强大的
巴塞罗那，也仅以1：2告负。值得一提的是，最近
两个赛季，马竞在欧冠中即便客场输球，也从没有
被对手两球以上（含两球）击败过，这让他们拥有
不小的心理优势。

首回合较量中，马竞后防核心戈丁因伤未能
出战，此番出征慕尼黑，戈丁及时伤愈归队，这将给
马竞的防线再加上一道保险。主场对拜仁时，马竞
的反击相当出色，除了萨乌尔进球外，托雷斯也差
点反击得手。这一次，他们将利用拜仁急于进球的
心态展开反击，届时，格里兹曼、托雷斯、萨乌尔等
人会给拜仁防线制造极大的威胁。 ■ 王黎刚

欧冠半决赛
拜仁VS马竞

5月4日2：45

CCTV5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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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季后赛 对阵表
5 月 2 日，在 NBA 季

后赛第一轮第七场比赛
中，猛龙队主场以 89：84
战胜步行者队，总比分4：3
晋级东部半决赛。

图为猛龙队球员比永
博（左）在比赛中面对步行
者队球员迈尔斯·特纳的
防守上篮。 新华社 发

骑士VS老鹰
热火VS猛龙

勇士VS开拓者
马刺VS雷霆

西部半决赛

东部半决赛

新华社迪拜5月1日电（记者李
震）2016年乒乓球亚洲杯赛4月30日
在阿联酋迪拜落下帷幕。在两场中国
队的“内战”中，许昕以4：2战胜张继
科，男单卫冕；刘诗雯以4：1击败李晓
霞，女单折桂。

许昕、刘诗雯此次亚洲杯夺冠显然
为各自争夺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单打
项目的名额增加了砝码。国乒奥运单
打项目的第二个人选将于5月30日前
确定，团体参赛人选则将在6月30日
前确定。

2016年乒球亚洲杯赛收拍

许昕和刘诗雯分获男女单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