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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

作家左壮28日定安签售
本报定城5月24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记者今天从定安县政府获悉，本月28日，在
2017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期间，知名美
食作家、世界美食图书大奖得主左壮将来到定安，
在现场点评定安美食的同时，还将带来代表作《一
把盐》《入味》《一把盐下饭菜》进行现场签售。

据了解，左壮此次带来的这三本书中，《一把
盐》曾获2014年世界美食家大奖中国最佳食谱
奖，该书分传统美食、中西融合、健康理念、厨房
秘笈四部分，且融美学、哲学、历史、科学、民俗
于一体。《入味》以知识性随笔的方式，深入世界
各地华人日常生活，信手拈来，冷峻犀利。《一把
盐下饭菜》则是一本家常菜谱，里面的100道菜
品，多数来自民间文化传承。

左壮表示，他曾到访海南，期待在定安端午
美食节上感受不一样的海南美食。

本次活动由定安县委、定安县政府主办。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卫小林）印度电
影《摔跤吧！爸爸》还在我国热映，又有一部与印
度有关的电影即将登陆。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
悉，催泪情感片《雄狮》日前宣布定档，将于6月
23日在海南各大院线上映。

据介绍，《雄狮》根据畅销书《漫漫寻家路》改
编，故事源于作者萨罗·布莱尔利的一段真实经
历。5岁时，萨罗在印度拥挤的火车上与家人走
散，在加尔各答街头流浪几星期后，被送进孤儿院，
后被一对澳大利亚夫妇收养。25年后，他仅凭隐
约记忆用谷歌去“搜寻”回家路，最终如愿以偿。

记者了解到，该片虽非印度拍摄，而是由美
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制作，但不少背景都在印
度取景。在片中饰演男主角萨罗的男星，也是一
位出生在英国的印度裔90后演员，他的代表作是
18岁时出演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
翁》，“收养”他的澳大利亚夫妇由大卫·文翰和著
名演员妮可·基德曼扮演。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邓
钰）今天晚上，知名主持人蔡康永首
次担任导演执导的喜剧电影《“吃
吃”的爱》，在海口宜欣影城举行超
前点映，宣布该片将于5月27日在
海南各大院线同步上映。

该片由徐熙娣（小S）和金世佳领

衔主演，林志玲友情出演，李子峰特
别出演。电影分两条线索叙述，主线
故事中，林志玲和小S扮演一对姐
妹。姐姐已是当红女星，妹妹为了挤
进娱乐圈门槛而卑微地打拼着：卖力
表演被吐槽，被按到泥浆里暴揍，被
泼水还要笑脸相迎。副线故事中，小

S扮演的是多年期待真爱，却在最后
关头被狠狠出卖的空间站黑鸟面馆
老板许春梅。

据介绍，片中很多桥段都来自蔡
康永主持的《康熙来了》以及其他一
些艺人已经曝光的真实经历，堪称娱
乐圈的“地下风景”。两条故事线穿

插交错，充满演员的嬉笑怒骂，演绎
出了现实世界的人生百态。

此外，首当导演的蔡康永还脑洞
大开，为该片加入了古装、太空、现
代、丧尸等多种元素，并从娱乐圈取
材，呈现了多个经典桥段，反射出了
娱乐圈真实的景象。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卫
小林）今天下午，博纳影业集团海南
办在海口举行动作片《荡寇风云》业
务看片会，让这部原本5月27日在
海南上映的影片提前亮相。

记者现场看到，该片由香港著名
导演陈嘉上执导，赵文卓、洪金宝、万
茜、吴樾等明星领衔主演，在银幕上
再现了我国明朝时期正面抗倭的宏
大历史场景。

《荡寇风云》主要讲述一代名将
戚继光从山东被请到浙江抗击倭寇
的艰苦卓绝的历程。影片从浙江总
兵俞大猷抗倭屡次失败开始写起，戚
继光临危受命，赴浙江后自行招募三

千义乌村民，在较短时间内，训练出
了一支军纪严明、武器先进、阵法精
妙的“特种部队”——戚家军，终在抗
倭前沿以少胜多，仅用一千多人便战
败了两万来犯倭寇，而戚继光妻子也
为丈夫死守大后方，夫妻双双谱写了
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据片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真
实再现历史上的抗倭故事，《荡寇风
云》在演员阵容构成上除了首选中国
演员外，也邀请了日本演员仓田保
昭、小出惠介两人出演倭寇首领，片
中的他们均以日语进行对白。不仅
有日本专业演员，倭寇军队的群演，
也全由日本人担任。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
周玮）记者24日从文化部获悉，针对
近期网络表演市场内容违规行为多发
的问题，文化部严管严查网络表演经
营单位，开展了集中执法检查和专项
清理整治，关停“千树”等10家网络表
演平台，行政处罚48家网络表演经营
单位，关闭直播间30235间，整改直播
间3382间，处理表演者31371人次，
解约表演者547人。

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文化

部文化市场司司长吴江波介绍，前
期，文化部以淫秽色情低俗、侵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赌博暴力、封建迷
信等禁止内容为重点，对50家主要
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开展“全身体检”
式集中执法检查。经查，“在直播”等
15家网络表演平台涉嫌提供含有禁
止内容的网络表演，文化部部署北
京、上海、广东、浙江、湖北等地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分别给予斗鱼、全
民、9158、哔哩哔哩、在直播、飞云直

播、蛙趣、秀色、美播、聚星直播、一直
播、秀吧、IMAY直播、ME直播、土
豪直播等网络表演平台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其中快乐迭代
（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在
直播”平台因违规情节严重，给予停
业整顿14天的行政处罚。

针对有媒体曝光的部分网络表演
平台提供淫秽色情网络表演、“花椒”
直播平台提供散布谣言和扰乱社会秩
序的虚假故宫直播行为，文化部开展

了专项清理整治，部署北京、辽宁、江
苏、福建、四川等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机构查处关停“千树”等4家平台，给
予“花椒”“火山”等10家平台行政处
罚；督办查处“夜魅社区”淫秽色情网
络表演案，依法吊销当事人网络文化
经营许可证，关停网络表演平台；督办
查处陌秀、分贝、贝壳、章鱼直播等16
件提供含有禁止内容的网络表演案，
分别给予当事人相应行政处罚。

据悉，在前期集中执法检查的基

础上，文化部再次抽取了YY、花椒、
虎牙、秒拍、龙珠、战旗、触手、快手等
50家主要网络表演平台，以含有禁止
内容的网络表演为重点，开展集中执
法检查。

与此同时，文化部还公布了网络
表演市场集中执法检查活动举报电
话——010—59881010和举报平台
www.12318.gov.cn，欢迎社会公众
对违规网络表演经营单位进行举报
监督。

文化部严管严查网络表演经营单位
关停10家网络表演平台 关闭30235间直播间 处理表演者31371人次

蔡康永首当导演执导喜剧电影

《“吃吃”的爱》海口超前点映
李默然戏剧生涯展
在天津大剧院开幕

据新华社天津5月24日电（记
者周润健）照片、剧照、笔记、书信……
为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李默然戏
剧生涯展24日在天津大剧院开展，大
量展品再现了这位艺术家对戏剧艺术
的不懈追求。

李默然是我国著名的表演艺术
家，他在电影《甲午风云》中塑造的民
族英雄邓世昌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一
生中在舞台上塑造了60余个鲜明的
形象，其中《第二个春天》中的冯涛、
《报春花》中的李健、《李尔王》中的李
尔，都被誉为中国话剧的经典形象。

据了解，这次展览展出了大量的
李默然生前照片、剧照，展示了李默然
从一九四八年从事戏剧事业以来走过
的路程。最为珍贵的是李默然从1950
年开始记的戏剧笔记，大大小小50余
本笔记本。此外，还有他与欧阳山尊、
于是之、徐晓钟等戏剧家的通信。

“这些笔记详细记载了我父亲参
加排演的《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在那
一边》《第二个春天》《艳阳天》《李尔
王》《夕照》等话剧，及参加电影《熊迹》
《走在战争前面》，电视剧《乔厂长上
任》《光荣街十号》等的排练细节。”李
默然之子、北京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李龙吟介绍说。

展览将展至6月10日结束。

动作片《荡寇风云》海口亮相

《荡寇风云》剧照

又一部与印度有关的影片来了

进口艺术片《雄狮》定档

《
雄
狮
》
剧
照

体育新闻 2017年5月25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黎刚 美编：陈海冰B06 综合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4天
的角逐，2017年海南省少年沙滩排球
锦标赛近日在澄迈金江博潭小学收
兵。海口队获得3枚金牌，三亚队、文
昌队、澄迈队分别获得1枚金牌。

据了解，本次大赛是全省最高水
平的少年沙滩排球赛事。竞赛规则采
用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最新《沙滩排
球竞赛规则》，采取两人制比赛。来自
海口、三亚、文昌、琼海、定安、临高、澄
迈7个市县、14支代表队的158名选
手参赛。比赛设6个年龄组，分为男
子甲乙丙组和女子甲乙丙组，甲组年

龄17岁至18岁，乙组年龄15岁至16
岁，丙组年龄在14岁以下。

东道主澄迈队获得了男子甲组第
一名、男子丙组第二名和女子丙组第
三名。三亚女队表现不错，在女子甲、
乙、丙三个组别中均闯入决赛，夺得一
冠两亚的成绩。获得本次比赛体育道
德风尚奖的运动队是澄迈队、三亚队、
海口队、临高队。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海南省教育厅主办，澄迈县文
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澄迈县教育和科
学技术局承办。

海南少年沙滩排球赛收兵
海口队夺得3枚金牌

本报海口 5 月 24 日讯 （记者
王 黎 刚）记者从海南省文体厅获
悉，第13届天津全运会帆船帆板预
赛和高尔夫球预赛 25 日分别在大
连瓦房店将军石帆船帆板基地和
河北廊坊举行。

海南帆船帆板队派出23名运动
员参赛，其中帆船运动员17名，帆板
运动员6名。获得各项前8名的选手
将赢得全运会决赛的入场券。

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300多
名水上健儿参赛。本次比赛设7个项
目，分别是男子激光级奥林匹克航线
赛、男子470级奥林匹克航线赛、男子
芬兰人级奥林匹克航线赛、男子RS：
X级奥林匹克航线赛、女子激光雷迪
尔级奥林匹克航线赛、女子470级奥
林匹克航线赛和女子RS：X级奥林匹
克航线赛。

海南队的周伟文参加男子激光

级比赛。文传田、王伟东、陈勇、闻
友健、翁良岛、林桥汶角逐男子470
级。林亚引、倪胜楠、黄丽珠、冯惠
敏、谢金莲、符倩、卓月桃参加女子
470级。周明晶、陈亚娜参加女子激
光雷迪尔级。符永密参加男子芬兰
人级，符峰、毕焜、李蔚角逐男子
RS：X级。林炽香、黄燕结、戴海丽
角逐女子RS：X级。

男女470级是海南队的拳头项

目。在2016全国帆船锦标赛上，海南
队黄丽珠/倪胜楠获女子470级场地
赛冠军，翁良岛/闻友健则获得男子
470长距离赛亚军。

海南男子高尔夫球队由金大
星、欧阳正、李鑫阳、韩雨庭和罗学
文组成。海南女子高尔夫球队由李
茜娅、张芸杰、张维维、孟琳和张若
兮组成。本次比赛设男女团体比杆
赛和男女个人比杆赛。团体比赛为

4轮（72洞）比杆赛。每轮中各队4
名运动员成绩最好的3名运动员的
杆数之和为该轮团体成绩，累计 4
轮团体成绩之和为该队最终团体成
绩，总杆数低者名次列前。

获得本次比赛男女团体前8名
的球队和个人，将赢得全运会入场
券。在上届比赛中，海南男队获得
了决赛入场券，女队没能取得决赛
门票。

海南高球队和帆船帆板队出征全运预赛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中国足
协24日晚下发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
通知，全文如下：

为限制职业足球俱乐部追求短
期成绩、盲目攀比、高价引援、哄抬价
格的行为，经研究决定：自2017年夏
季注册转会期起，对处于亏损状态的
俱乐部征收引援调节费用。对于有
关俱乐部通过转会引入球员的资金
支出，将收取与引援支出等额的费
用，该项费用全额纳入中国足球发展
基金会，用于青少年球员的培养、社

会足球普及和足球公益活动。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中国足协

24日晚下发关于调整中超、中甲联赛
U23球员出场政策的通知，全文如下：

为进一步通过职业联赛锻炼年轻
球员，鼓励俱乐部加大培养青少年足球
人才的力度，经研究决定：从2018赛季
起，中超、中甲联赛俱乐部在参加中超、
中甲联赛、中国足协杯赛的过程中，各
俱乐部整场比赛累计上场比赛的U23
国内（港澳台除外）球员，必须与整场比
赛累计上场比赛的外籍球员人数相同。

中国足协限制高价引援
U23球员上场比赛人数和外援人数相同

苏迪曼杯：

中国队完胜泰国队
小组第一晋级八强

新华社澳大利亚黄金海岸5月24日电（张
博）在24日进行的2017年苏迪曼杯羽毛球混合
团体锦标赛的一场第一级别小组赛上，中国队5：
0大胜泰国队，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八强。

由于此前同组的中国香港队两连败出局，所
以中国队实际上已经提前晋级。当天比赛中国
队未派出林丹、傅海峰、张楠等奥运冠军，而由谌
龙领衔的年轻队员出场；泰国队未派出头号女单
拉特查诺。

第一场男双，中国队“双塔”组合李俊慧／刘
雨辰用时32分钟以2：0轻松战胜泰国组合吉丁
努蓬／德查波。当天的比赛是“双塔”组合首次
亮相苏杯，第一局开局泰国队一度领先，不过刘
雨辰／李俊慧利用积极的进攻压制对手，以21：
11先声夺人。双打组主教练张军在局间休息时
对李俊慧／刘雨辰说：“第一局很顺，第二局一定
要做好困难准备，做好接发。”第二局开场泰国队
延续上一局的先发制人，“双塔”组合后来居上大
比分超越对手，不过泰国组合奋起直追，连救3个
赛点，最终刘雨辰的接发球导致对手失误，中国
队21：19拿下第二局，获得第一分。

李俊慧说：“我们想在男双上为队伍争取开
门红，因为没有队员兼项的话，男双基本上都是
第一场，第一场比赛很关键，是打气势的。”

第二场女单陈雨菲2：0战胜乔楚翁，此前双
方三次交手都是陈雨菲获胜。陈雨菲对自己的
表现感到满意：“团体比赛压力很大，我也是第一
次参赛，一开始有些紧张，不过后来就正常了，我
有信心在后面的比赛中取胜。”

男单比赛，在此次苏杯首次参赛的谌龙2：0
轻取菲特普拉达。首局谌龙在4平后连得6分，
随后进一步拉开比分至11分，最终以21：13轻松
拿下第一局。第二局谌龙以21：12轻松拿下，从
而帮助中国队以3：0的总比分锁定胜局。

谌龙说：“我们三位男单状态都挺好的，不管
派谁上场我们都会全力以赴。”

第四场女双，“凡尘”组合陈清晨／贾一凡2：0
战胜宗功攀／沙西丽。最后的混双比赛，世界排名
第二的鲁凯／黄雅琼2：0轻松战胜博丁／沙威丽。

中国队5：0横扫泰国队，两战全胜以小组第
一身份晋级八强，泰国队一胜一负排名第二。

新华社首尔5月24日电 国际
足联20岁以下（U20）世界杯23日结
束了A、B两个小组的第二轮比赛，
东道主韩国队2：1力克阿根廷队以

两连胜提前晋级淘汰赛，而在首轮击
败几内亚队的比赛中即有一传一射
表现的“韩国梅西”李承佑再有狂奔
半场一条龙进球的耀眼表现。

今晚来自亚洲的另外两支球队将
分别亮相，首战击败了哥斯达黎加的
伊朗队将对阵赞比亚队，而首战战胜
了南非队的日本队将对阵乌拉圭队。

胜阿根廷 韩国U20世界杯出线 NBA战报
（东部决赛）

骑士 112：99凯尔特人

（骑士3：1凯尔特人）

亚冠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

上港2：1逆转江苏
24日，在上海举行

的亚冠联赛八分之一决
赛首回合比赛中，上海
上港队主场2：1逆转江
苏苏宁队。图为上海上
港队球员胡尔克（右）在
比赛中进攻受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