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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卫小
林）改编自内地著名女性青春小说作
家辛夷坞同名小说《原来你还在这
里》的青春片，将以《致青春·原来你
还在这里》为片名，作为赵薇执导的
青春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
姐妹篇，于本周五在海南与全国各大
院线同步公映，这是记者今天从海南
几大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2013年，赵薇作为导演
首次执导的青春片《致我们终将逝去
的青春》，便改编自辛夷坞的同名原
著，结果票房大热，全国总票房收获7.1
亿多元，也掀起了一股青春片热潮。
而《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同样根
据辛夷坞作品改编，由吴亦凡、刘亦菲
领衔主演，金世佳、李沁、李梦、郝劭

文、陈燃等联合演出，电影主题曲《还
在这里》由王铮亮演唱，片方显然想在
赵薇之后再度谱写青春片市场奇迹。

据悉，《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
里》描写了一对爱情真诚执着的恋人

纯粹又虐心的感情故事，吴亦凡在片
中饰演倔强又孩子气的男主角程铮，
刘亦菲则饰演了一位自尊心强的柔
弱姑娘苏韵锦，两人的恋爱故事最终
由虐心走向了动人。

丛林家族泪别蟒蛇岛
本报讯 安徽卫视大型实境观察纪录节目

《我们的法则》日前播出第4期节目，丛林家族
成员吴奇隆、李亚鹏、小沈阳、黄子韬、孙艺洲、
邢傲伟、熊黛林在马达加斯加蟒蛇岛成功生存
5日后终于要离开了。

在蟒蛇岛5天的生存，令丛林家族摸索出
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存法则，也让他们交出了
令人满意的生存答卷：能盖房，能觅食，能生火，
能取水，还有鱼枪、滤水器等自制的生存工具，
连柔弱女神熊黛林也逆袭成了捉蟹女汉子。更
重要的是，成员们相互之间增加了理解和信任，
丛林家族收获了经验和家族感情。

泪别蟒蛇岛后，丛林家族将向下一个生存
目的地出发。临走前，节目组特地播放了亲友
祝福的视频，小沈阳听妻子唱歌泪崩，李亚鹏爱
女李嫣古灵精怪亮相，并赠父亲自制爱心手链，
场面温馨感人。 （欣欣）

吴亦凡刘亦菲领衔主演《原来你还在这里》

“致青春”姐妹篇本周五上映
《星厨3》开播淘汰赛

本报讯 7月5日晚10时，江苏卫视大型
明星美食竞技节目《星厨驾到》第三季（简称《星
厨3》）将迎来首期淘汰赛，节目中将有一位嘉
宾遗憾地告别明星厨房。

据介绍，本期节目将分为团体赛和个人赛轮
番上演美食大战。节目上半段是团体赛，8位星
厨将分成红蓝两队PK，来自4所大学的61位青
春靓丽的女大学生将来到现场担任“美食裁判”。

节目下半场，将迎来残酷的淘汰个人赛。
而比赛所用食材，则对星厨们充满考验。节目
组提供的食材，真的令人意想不到，甚至有的食
材还令佘诗曼大呼“恶心”。到底星厨们要面对
何种食材？谁将出局？拭目以待。 （欣欣）

《谎言西西里》曝阵容
本报讯 爱情片《谎言西西里》将于今年七

夕上映。7月4日，片方发布一款黄金阵容特
辑，将全片明星阵容充分曝光。

该片由关锦鹏监制，林育贤导演，亚洲电眼
三人组李准基、周冬雨、阮经天联合主演，黄金
班底，将铸造浪漫爱情大片风范。

《谎言西西里》除了在国内取景外，足迹踏到
了充满美丽传说的意大利西西里。特辑中，温暖
的阳光、碧蓝的天空、金色的海岸线、干净清新的
意式小镇等唯美的地中海风情，都呈现出来，让影
迷感受到了影片的浪漫和激情。 （欣欣）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刘
怡汐）7月1日晚，由海南中粮可口可
乐饮料有限公司主办的雪碧音乐
2016海南巡演晚会，在琼海嘉积镇
万泉河广场酷炫上演。

晚会上，2016海南雪碧音乐“10
万现金歌王”获得者刘梦迪，2016雪
碧音乐优秀选手邱垂君，2016雪碧
音乐海南十强选手潘柱桦、HUSH

组合，海南歌手大奖赛亚军获得者
ZC组合等歌手纷纷上场，为琼海歌
迷献上了一场热血沸腾的音乐晚餐。

演唱会开始前，一轮“喊红包”活
动调动起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很快，
整个万泉河广场上聚集满了欣赏晚
会的歌迷。刘梦迪献唱的《万泉河水
清又清》，唱出了琼海乐迷心中的最
爱；ZC组合献上的2首原创歌曲，引
得现场观众喝彩连连；HUSH组合的
英文歌《Just the Way You Are》
和《I Knew You Were Trouble》；
邱垂君演唱的民谣《平凡之路》；潘柱
桦演绎的《你不知道的事》等歌曲，渐
渐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整个音乐会上，歌手们演唱的歌曲
风格各异，既有从海南本土飘出来的
红歌，又有海南风情浓郁的原创歌曲，
还有当下流行的海外歌曲，中国味道，
异域风情，让琼海歌迷们大饱耳福。

雪碧音乐巡演走进琼海

本报讯 正值全国各界隆重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由陈力
执导、张法纯编剧，孙维民、唐国强、黄
薇、马晓伟、卢奇、王伍福、李世玺等主
演的献礼剧《海棠依旧》，于7月4日
晚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真实地还
原了周恩来总理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据介绍，《海棠依旧》展现的是周
总理从 1949 年初入驻中南海西花
厅，到1976年1月去世期间近27年
的工作与生活的真实故事。全剧部
分内容取材于周秉德创作的《我的伯
父周恩来》，因为周秉德自幼在周总
理身边生活，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了
周总理许多鲜为人知和感人至深的
事迹。从常人的角度，周恩来的形象
是一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总理
标准像；而从家人的视角看周总理，就
会发现他更为亲和的个人魅力，而这

些内容，都将在《海棠依旧》里予以呈
现。譬如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准备接
见前来拜访的老乡时，会仔细讨论该
请老乡在哪儿吃饭；又比如周恩来和
邓颖超愿意承担弟弟周同宇一屋子
儿女的部分教育费用；同时，周恩来
也在工作之余和毛主席话家常，甚至
谈起了他最爱吃的海棠果。

《海棠依旧》的艺术价值在于，它
在成功塑造周总理艺术形象的同时，
还从特殊角度展示了新中国的发展
历史。全剧按照“大事不虚”的原则，
基本呈现了周恩来总理筹备开国大
典、邀请宋庆龄北上、粉碎敌特对新
中国的破坏、出席万隆会议、邢台抗
震救灾、乒乓外交运筹中美建交等国
内外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周
恩来总理勤政为民的大国总理风范
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全剧

又按照“小事不拘”的审美原则，把更
多镜头聚焦于历史进程中人与人关
系，比如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陈毅

等人的革命情谊，与邓颖超的相濡以
沫，与弟弟周同宇一家的关系等，收
到了以情取胜的艺术效果。

为了选取该剧主场景——周总
理办公和生活的西花厅，导演和剧
组跑了全国很多基地和景区，最终
在正定县的荣国府影视基地找到了
这一主场景，这里不仅有与西花厅
相似的古香古色、九曲回廊等仿明
清建筑，而且院内巨大的海棠树枝
干，几乎将整个院落覆盖，与剧情和
主题十分融合贴切。

为了达到艺术真实，全剧98%以
上的拍摄场景都参照了历史资料，连
每一个道具都是参照实物进行复制
的，大到飞机的型号、抗美援朝作战
使用的军用地图，小到周总理办公桌
上的红蓝铅笔笔尖什么样、稿纸、电
话机、手表、放大镜、手绢、出访国摆放
的水果等，都要求精细还原，最终为观
众呈现上了这部耗时6年打造的献礼
剧《海棠依旧》。 （钟新）

献礼剧《海棠依旧》央视开播
真实还原周恩来总理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刘
亦
菲
（
左
）
吴
亦
凡
在
《
致

青
春
·
原
来
你
还
在
这
里
》
中

《海棠依旧》中的毛主席（左）和周总理

ZC组合成员在琼海献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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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欧洲杯

新华社巴黎7月3日电 虽然冰
岛队在3日的足球欧锦赛四分之一决
赛中2：5输给了东道主法国队，但冰
岛队中场球员西于尔兹松表示，这次
的“巨人杀手”之旅给球队点亮了“希
望”，球员们可以带着骄傲离开。

八分之一决赛中，冰岛队2：1力
克英格兰队，爆出本届欧锦赛的一大
冷门。西于尔兹松说：“我非常骄傲。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支小球队而言，这
是一届非常棒的赛事。我们可能超水
平发挥了。没有人期待我们会有这样
的表现，而这会给冰岛国内的孩子们
以希望，让他们相信这样的成就是可

以实现的，将来我们还会回来。”
西于尔兹松相信，尽管冰岛只有

33万人口，但是他们这一代冰岛球
员有希望打入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
再次创造历史。他说：“我们大约有
10至15名相当不错的球员。世界
杯预选赛即将到来，我们对此非常期
待。冰岛队的未来会很美好，我们在
今后几年会继续进步。”

冰岛后卫特劳斯塔森也表示，冰
岛队在2016年欧锦赛上的表现让他
们在世界足球的版图上有了自己的
位置，对法国队的失利也不能抹杀冰
岛队的荣誉。

据新华社巴黎7月3日电 德国
队前锋戈麦斯因伤将无缘本届欧锦
赛剩余赛事，而中场球员施魏因施泰
格和赫迪拉也都有伤在身，能否参加
与法国队的半决赛尚未可知。

德国足协3日表示，由于在对阵意
大利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右腿肌肉撕

裂，戈麦斯不可能继续参加欧锦赛。德
国足协还透露，核磁共振成像扫描显
示，施魏因施泰格的右膝韧带拉伤，而
赫迪拉则被诊断为左内收肌受伤。

在7月2日的比赛中，赫迪拉因
伤被施魏因施泰格换下，结果后者也
出了状况。

7月3日，法国队球员吉鲁（左）在比赛中头球得分。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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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VS威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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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带着骄傲离开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尽管威尔
士队和冰岛队这两匹本届欧洲杯最
大的黑马，一胜一负，但他们表现出
的斗志令人敬佩，堪称四分之一决
赛最大亮点。

欧洲杯新人威尔士队能进4强，
这是赛前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该
队唯一一名世界级球星贝尔赛前放
言要夺冠，被人当成是笑话，现在看
来，威尔士队真朝着冠军一步步走
来。威尔士队只用了一次参赛机会
便追平英格兰队在欧洲杯史上创造
的最佳成绩，这对老大哥英格兰队
而言，绝对是一个羞辱。本届欧洲
杯上，威尔士虽然在小组赛中1：2惨
遭英格兰逆转，但却拿到了小组第
一，现在更是杀进了四强。贝尔的
评论很刺耳，“英格兰队没一名球员

有能力在威尔士阵中踢上主力。”
仅仅在3年前，冰岛队的世界排

名还是第131。而在本届欧洲杯开
赛之前，他们的排名则攀升到了第
34。在本届欧洲杯的预选赛中，冰
岛人主客场双杀荷兰队，以小组第
一的身份进军法兰西。

冰岛队在本届欧洲杯比赛中没
有什么秘密武器，该队的23人大名
单，完全就是“矬子里面拔将军”，真
正能达到欧洲杯水准的，不过就是
那么十二三个人。他们5场比赛首
发完全相同，而且打法单一：长传冲
吊。冰岛最大的特点来自他们的独
有的定位球：手榴弹式界外球。冰
岛队缘何能在本届欧洲杯上大放异
彩，靠的就是顽强的斗志。面对老
辣的东道主法国队，冰岛队上半场

连丢4球，“身负重伤”。但冰岛队没
有放弃，下半场让球迷们看到了一
支斗志昂扬的球队。

欧洲杯需要德法西意这样的老
牌劲旅坚守到最后，但假如“生瓜蛋
子”有惊艳表现，我们举双手欢迎，
就像威尔士队和冰岛队这样。

■王黎刚

据新华社巴黎7月3日电 法
国队在3日的足球欧锦赛四分之一
决赛中5：2击败“黑马”冰岛队。法
国球员帕耶赛后表示，法国队针对与
冰岛队的比赛进行了充分准备，以避
免重蹈英格兰队的覆辙。

“我们研究了他们的弱点和优
势，”帕耶说，“这让我们赢得了今晚
的胜利。”

帕耶说：“能够跟格里兹曼这样
的球员搭档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我们的合作很融洽。”他还表示，格里
兹曼为他送上的助攻是一份“礼物”。

展望与德国队的半决赛，帕耶表
示，他们不能为德国队所谓的伤病问
题扰乱心神。“我们要记住的是，他们
是世界冠军。我们知道会遇到什么
样的挑战，我们知道他们的实力。”

吉鲁说：“这将是一场完全不
同的比赛。他们是世界冠军，而且
经常在世界大赛中打入四强。这
将是一场伟大的比赛，我们非常渴
望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
为现在这支法国队的表现感到骄
傲，我希望我们能再次取得自己想
要的结果。”

法国队球员帕耶：

我们对冰岛队做足了功课

威尔士奇迹和冰岛精神值得点赞
——四分之一决赛盘点

德国前锋戈麦斯伤别

冰岛球员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以“阳光海南 智慧
儋州”为口号的儋州第七届国际象棋特级大
师超霸赛7日将于儋州开幕。日前，赛事宣
传片出炉，让棋迷们提前感受到了儋州国象
超霸赛的魅力。

据悉，本届赛事总奖金由原来的32万元增
加到40万元，来自国内外的10名顶级高手将
为全世界国际象棋爱好者呈现一场“饕餮盛
宴”。除顶尖棋手间的精彩对弈外，本届赛事还
设置了棋迷与大师互动、棋迷见面会、擂台赛、
国际象棋知识竞猜等系列活动。

中国海南儋州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赛已
经连续成功举办了6届，成为海南省知名的体
育赛事品牌，海南儋州超霸赛也成为国内级别
最高的常规赛事，在国内外棋坛享有盛誉。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省文体厅和儋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省国际象
棋协会承办。

儋州国象超霸赛
宣传片出炉

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4日电（记者杨帆 朱
峰）“因为个人情绪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冷静言论
……对此我表示深深歉意……”在3日河北华
夏幸福与上海上港的赛后发布会上公开“炮轰”
国家男足领队郭炳颜后，华夏幸福主帅李铁4
日晚发声致歉。

李铁说：“在昨天进行的中超联赛的赛后新
闻发布会上，我因为个人情绪问题发表了一些对
国家队领队郭炳颜的不冷静言论，对他以及他的
家人造成了伤害，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李铁提到，在过去的工作当中，自己跟郭领
队其实特别熟，经常会开一些小玩笑，但是昨天
的发布会我没有掌握好尺度，也没有控制好自
己的情绪，对郭领队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困扰。

“今天下午我已经在北京当面向郭领队道
歉，感谢郭领队的理解和大度。对于这件事给广
大球迷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此我一并致歉，我也
会在今后引以为戒！”李铁在声明中最后提到。

3日晚，李铁在与上海上港的赛后发布会
上表达了对国家男足领队郭炳颜的不满。其
中，球员航班问题上“沟通态度强硬、不懂礼
貌”，作为国家队领队放话要“取消秦皇岛中超
举办资格”、在协调球员使用上更“侮辱本土教
练”，成为郭炳颜的“三宗罪”。

炮轰国足领队
李铁发声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