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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獲天價冠名贊助 五年收入百億
中國足

協超級聯賽
（中超）日
前同中國平

安集團簽下為期5年的冠名贊助新合
約，據騰訊體育消息，總冠名費高
達10億元（人民幣，下同）。

早些年，中超未受關注，西門
子只冠名一年便選擇退出，導致中
超於2005年裸奔。2006年，中超獲

愛福克斯冠名贊助，結果600萬歐
元的贊助費只兌現了一小部分，雙
方後來還鬧上法庭。
隨後的兩年，某啤酒品牌冠名

中超聯賽。由於對方資金欠缺，最
後聯賽分紅時不得不以啤酒湊數。
掃賭反黑風暴後，中超各俱樂部加
大投入，令聯賽變得更有吸引力，
精彩程度也相應提升。2014年，中
國平安集團成為中超聯賽的贊助

商，每年的贊助費用為1.5億元人民
幣，為期4年，總共冠名費是6億元
人民幣及擁有優先續約的權利，當
時，這一數目已算是天價。

如今，中國平安再與中超簽下
為期5年的新合約，每年贊助費用也
從原來的1.5億元變成2億元。這樣
5年下來，中超在冠名方面的費用就
高達10億元人民幣。有相關人士認
為，這與目前中超的受關注程度和

價值成正比。目前中超的平均上座
率為場均2.2萬人左右，不僅中國電
視台、視頻網站會轉播，還有不少
海外媒體對聯賽比賽進行轉播。除
冠名之外，中超聯賽還賣出5年80
億元人民幣的轉播權費。另外再加
上動輒幾千萬元的贊助商和官方供
應商的費用，中超未來5年的收入有
望超過1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潘志
南）香港羽毛球代
表隊16名男女球
手19日啟程前往
澳洲黃金海岸，出
戰第15屆蘇迪曼
盃羽毛球混合團體
賽。
港 隊 男 單

“一哥”伍家朗
17日晚在百忙備
戰中出席香港足球
先生頒獎禮，擔任
頒獎嘉賓。他透

露，“蘇盃”及全運會團體賽的目標都是力爭獎牌
不想留遺憾！
在蘇盃比賽，港隊跟國家隊和女隊實力飆升的

泰國隊同屬A組。對此，他說：港隊要力拚泰國隊
晉八強爭次名。上屆港隊四強止步很遺憾，今次只
要出線就再拚4強甚至爭奪獎牌。“港隊從未試過
團體賽拿獎牌，我不想如上屆般留下遺憾。”

蘇迪曼盃將於本月21日至28日在澳洲的黃金
海岸舉行，這是賽事舉辦25年以來首度在歐洲及亞
洲以外的澳洲舉行。參賽的港隊隊員有：（男子）
胡贇、羅卓謙、李卓耀、李晉熙、伍家朗、柯展
聰、鄧俊文、黃永棋、（女子）周凱華、張雁宜、
范嘉茵、吳芷柔、潘樂恩、謝影雪、楊雅婷及葉姵
延。

伍家朗戰蘇盃
爭獎牌不留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傑志今季重用
“零本土”陣容惹來爭議，不過足總行政總裁薛基
輔表示來季將收緊本地球員註冊資格，外援除需要
居港滿7年外，還要跟隨國際足協規定，手持香港
特區護照才可以本地球員身份出戰。
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日前宣佈，今年7月1日

起新註冊的本地球員，除需要滿足居港7年的條件
外，更要手持香港特區護照才能成功註冊。薛基輔
表示，今次修例只是與國際足協條例接軌，希望確
保本地球員出場機會。
新例意味着外援即使達到居港7年的條件，還

要放棄自身國籍及護照才可以本地球員身份註冊。
不過今年7月1日前已註冊的球員可獲豁免，即是
傑志林志堅以及南華謝家強等來季仍能以本地球員
身份出戰。但下季將居港達7年的基奧雲尼、佐迪
及列斯奧等則要跟隨新例。對於內地及澳門球員，
新例亦同樣有效，居港兩年後需要改持特區護照才
可以本地球員身份出戰。

足總改例
本土球員須持特區護照

華裔球員入選日本男籃
日本男籃日前公佈代表隊名單，首位被日本歸

化的華裔球員張本天傑入選。張本天傑原名張天
傑，1991年生於遼寧瀋陽，身高為1.97米，後被
日本歸化加入日本籍。日本男籃將於6月2日至7
日參加在日本長野市舉辦的東亞男籃錦標賽，參賽
的6支球隊有韓國、日本、中國澳門、中國國奧、
中華台北及中國香港，屆時賽事前5名將獲得參加
8月男籃亞洲盃正賽的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女籃亞錦賽 中國獲上籤
2017女籃亞錦賽小組賽分組抽籤18日在印度

班加羅爾舉行，中國女籃被分在A組，與新西蘭、
中華台北及朝鮮同組，成功避開衛冕冠軍日本隊。
在上屆亞錦賽中，中國女籃分別在小組賽與決賽兩
次負於日本隊無緣冠軍。今次新一屆中國女籃在主
帥許利民的率領下，目標戰勝日本重奪女籃亞錦賽
冠軍寶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兩屆奧運金牌得主孫楊17日被授予
“騰訊體育陽光大使”榮譽。據中

新社報道，儀式上，身高2米的孫楊立於
人群中十分“突出”，身穿黑色花紋的白
襯衫，陽光帥氣。這位25歲的年輕人，
目前已為中國男子游泳在奧運會、世錦賽
中奪得10枚金牌，並且是男子400米自
由泳奧運會紀錄保持者、男子1,500米自
由泳世界紀錄保持者。
最近一段時間，為備戰世錦賽，孫

楊一直在昆明集訓。孫楊表示，和之前高
原集訓相比，此次訓練成果更好，重點改
進自己弱項的出發技術。

談到今年7月的布達佩斯游泳世錦
賽，他說：“希望在800米上能繼續尋求
4連冠。”此外，他稱也將在200米、400
米中保持優勢，1,500米依然不會放棄。
“1,500米是我多個項目的保護傘，最近
身體狀況還不錯。”
2017布達佩斯游泳世錦賽是東京奧

運會之前最重要的比賽之一，也將是孫楊
的一個全新起點。他說：“從去年奧運會

至今沒有中斷訓練，最近一直都在昆明集
訓，5月底將出發澳洲外訓，為世錦賽作
最後的備戰，可能就不回國了。”

身為隊長多了一份責任
今年世錦賽，孫楊還多了一個身

份——中國游泳隊隊長。面對主持人的
調侃“隊長身份會讓你有一些特權
嗎？”孫楊笑着說：“當然沒有特權，
還是跟所有隊員一模一樣，每天都是三
點一線的訓練生活，只是更多了一份責
任。”他表示，游泳是一個孤獨的項
目，為了讓五星紅旗升起，不僅要自己
做好，還要幫忙其他隊員，分享自己的
經歷和經驗，這樣中國游泳隊才能在國
際舞台上大放異彩。
對於東京奧運會的目標，孫楊毫不

掩飾地回答道：“里約奧運時我說過一句
話，I am the king(我是王) ，相信大家都
還沒有忘記。東京奧運，我要說的依然還
是這句：I am the king！”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正在高原城市昆明集訓的中國游泳名將孫

楊，日前出席活動時稱，在今年的布達佩斯游泳

世錦賽上力爭800米自由泳四連冠；對於2020年

東京奧運會，他毫不掩飾自己的雄心壯志：“東

京奧運，我依然是王！”

第13屆全運會花樣游泳比賽
雙人自由自選決賽17日晚在天津
奧林匹克游泳跳水館決出結果，復
出的四川“姐妹花”蔣文文、蔣婷
婷以總分89.9369分奪冠，代表湖
南出戰的孫文雁、李曉璐以
88.8492分屈居亞軍，銅牌則被廣
東德潤花樣游泳隊的王柳懿、王芊
懿摘得，她們的成績是 86.5554
分。
本次全運會花樣游泳比賽共

分雙人、集體和自由組合三個項

目，共有來自四川、北京、湖南、
廣東、上海、天津、江蘇、湖北和
香港的9支隊伍展開角逐，蔣文
文、蔣婷婷這對“姐妹花”代表四
川隊出戰二人復出後的首屆全運
會，引發全場關注。

在17日晚間進行的雙人自由
自選賽決賽中，蔣氏姐妹表現的主
題是《天鵝》，在柴可夫斯基創作
的樂曲當中，蔣文文和蔣婷婷的表
現異常出色。
開場的劈叉托舉出水高度令

人嘆為觀止，之後的許多動作表現
更是難度極高，這對已是母親的四
川姐妹花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但
她們贏得了滿場的喝彩，也奪取了
最後的勝利。
在賽後的採訪中，蔣文文、

蔣婷婷稱，作為花樣游泳運動員，
每天都要進行長達8個小時的訓
練，非常不容易，但今時今日的中
國花樣游泳環境比較乾淨，能確保
公平、公正，這對每個選手來說都
是寶貴的機會。 ■中新社

蔣氏姐妹奪全運花泳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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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朗征蘇盃望有獎牌落伍家朗征蘇盃望有獎牌落
袋袋。。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身穿帶黑色花紋白襯衫身穿帶黑色花紋白襯衫
的孫楊陽光帥氣的孫楊陽光帥氣。。新華社新華社

■孫楊正積極
備戰布達佩斯
世錦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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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爭世錦賽 800 米自四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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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十分“突出”，身穿黑色花紋的白
襯衫，陽光帥氣。這位25歲的年輕人，
目前已為中國男子游泳在奧運會、世錦賽
中奪得10枚金牌，並且是男子400米自
由泳奧運會紀錄保持者、男子1,500米自
由泳世界紀錄保持者。
最近一段時間，為備戰世錦賽，孫

楊一直在昆明集訓。孫楊表示，和之前高
原集訓相比，此次訓練成果更好，重點改
進自己弱項的出發技術。

談到今年7月的布達佩斯游泳世錦
賽，他說：“希望在800米上能繼續尋求
4連冠。”此外，他稱也將在200米、400
米中保持優勢，1,500米依然不會放棄。
“1,500米是我多個項目的保護傘，最近
身體狀況還不錯。”
2017布達佩斯游泳世錦賽是東京奧

運會之前最重要的比賽之一，也將是孫楊
的一個全新起點。他說：“從去年奧運會

至今沒有中斷訓練，最近一直都在昆明集
訓，5月底將出發澳洲外訓，為世錦賽作
最後的備戰，可能就不回國了。”

身為隊長多了一份責任
今年世錦賽，孫楊還多了一個身

份——中國游泳隊隊長。面對主持人的
調侃“隊長身份會讓你有一些特權
嗎？”孫楊笑着說：“當然沒有特權，
還是跟所有隊員一模一樣，每天都是三
點一線的訓練生活，只是更多了一份責
任。”他表示，游泳是一個孤獨的項
目，為了讓五星紅旗升起，不僅要自己
做好，還要幫忙其他隊員，分享自己的
經歷和經驗，這樣中國游泳隊才能在國
際舞台上大放異彩。
對於東京奧運會的目標，孫楊毫不

掩飾地回答道：“里約奧運時我說過一句
話，I am the king(我是王) ，相信大家都
還沒有忘記。東京奧運，我要說的依然還
是這句：I am the king！”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正在高原城市昆明集訓的中國游泳名將孫

楊，日前出席活動時稱，在今年的布達佩斯游泳

世錦賽上力爭800米自由泳四連冠；對於2020年

東京奧運會，他毫不掩飾自己的雄心壯志：“東

京奧運，我依然是王！”

第13屆全運會花樣游泳比賽
雙人自由自選決賽17日晚在天津
奧林匹克游泳跳水館決出結果，復
出的四川“姐妹花”蔣文文、蔣婷
婷以總分89.9369分奪冠，代表湖
南出戰的孫文雁、李曉璐以
88.8492分屈居亞軍，銅牌則被廣
東德潤花樣游泳隊的王柳懿、王芊
懿摘得，她們的成績是 86.5554
分。
本次全運會花樣游泳比賽共

分雙人、集體和自由組合三個項

目，共有來自四川、北京、湖南、
廣東、上海、天津、江蘇、湖北和
香港的9支隊伍展開角逐，蔣文
文、蔣婷婷這對“姐妹花”代表四
川隊出戰二人復出後的首屆全運
會，引發全場關注。

在17日晚間進行的雙人自由
自選賽決賽中，蔣氏姐妹表現的主
題是《天鵝》，在柴可夫斯基創作
的樂曲當中，蔣文文和蔣婷婷的表
現異常出色。
開場的劈叉托舉出水高度令

人嘆為觀止，之後的許多動作表現
更是難度極高，這對已是母親的四
川姐妹花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但
她們贏得了滿場的喝彩，也奪取了
最後的勝利。
在賽後的採訪中，蔣文文、

蔣婷婷稱，作為花樣游泳運動員，
每天都要進行長達8個小時的訓
練，非常不容易，但今時今日的中
國花樣游泳環境比較乾淨，能確保
公平、公正，這對每個選手來說都
是寶貴的機會。 ■中新社

蔣氏姐妹奪全運花泳冠軍

■■蔣婷婷蔣婷婷、、蔣文文在雙人自由自選比賽中蔣文文在雙人自由自選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孫楊孫楊（（左左））成為成為““騰訊騰訊
體育陽光大使體育陽光大使”。”。中新社中新社

■■林志堅林志堅（（右右））來季仍可以本地球員身份出戰來季仍可以本地球員身份出戰。。

■■伍家朗征蘇盃望有獎牌落伍家朗征蘇盃望有獎牌落
袋袋。。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身穿帶黑色花紋白襯衫身穿帶黑色花紋白襯衫
的孫楊陽光帥氣的孫楊陽光帥氣。。新華社新華社

■孫楊正積極
備戰布達佩斯
世錦賽。

資料圖片

力爭世錦賽 800 米自四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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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6月起實名制：
機身需貼“準飛證” 沒證違法

中國民航局日前發布《民用無人駕

駛航空器實名制登記管理規定》，自6

月1日起，民用無人機的擁有者須按要

求進行實名網絡登記。登記後，擁有者

將收到包含登記號和二維碼的登記標誌

圖片，擁有者必須確保無人機每次運行

期間，均保持登記標誌附著其上。

單位、個人購買均需登記
規定明確，民用無人機是指沒有機

載駕駛員操縱、自備飛行控制系統。適

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最大起飛重

量為250克以上（含250克）的民用無人

機。

網絡登記流程方面，民用無人機制

造商和民用無人機擁有者在“無人機實

名登記系統” （https://uas.caac.gov.cn）

上申請賬戶；制造商在該系統中填報其

所有產品的信息；擁有者在該系統中實

名登記其擁有產品的信息，並將系統給

定的登記標誌粘貼在無人機上。

記者在某無人機制造商提供的登

記表格中看到，需要填寫的信息有廠

家名稱、產品名稱、無人機空重、最

大起飛重量等。該制造商負責人李先

生告訴中新網記者，“如果登記信息

包含最大續航時間、飛行速度、遙控

頻率等參數，將更方便監管部門的反

無人機操作”。

對於擁有者的登記內容，規定要求

個人民用無人機擁有者需要登記的信息

有：姓名、有效證件號碼、移動電話和

電子郵箱、產品型號、產品序號、使用

目的；單位民用無人機擁有者需要登記

的信息有： 單位名稱、 統壹社會信用

代碼或者組織機構代碼等、移動電話和

電子郵箱、產品型號、產品序號、使用

目的。

運行無人機須附著唯壹“準飛證”

根據規定，民用無人機登記標誌包

括登記號和登記二維碼。

民用無人機擁有者在“無人機實名

登記系統”中完成信息填報後，系統自

動給出包含登記號和二維碼的登記標誌

圖片，並發送到登記的郵箱。二維碼包

括無人機制造商、產品型號、產品名

稱、 產品序號、登記時間、擁有者姓

名或單位名稱、聯系方式等信息。

有業內人士表示，實名制登記後，

每架無人機有唯壹編號，利用低空飛行

控制系統就能實時掌握其飛行動態。

據介紹，民用無人機登記號是為區

分民用無人機而給出的編號，對於序號

（S/N）不同的民用無人機，登記號不同

。民用無人機登記號共有11位字符，分

為兩部分：前三位為字母UAS,後8位為

阿拉伯數字，采用流水號形式，範圍為

00000001~99999999, 例 如 登 記 號

UAS00000003。

針對標誌使用，規定要求，民用無

人機擁有者需在收到系統給出的包含登

記號和二維碼的登記標誌圖片後，將其

打印為至少2厘米乘以2厘米的不幹膠

粘貼牌，粘於無人機不易損傷的地

方，且始終清晰可辨。擁有者必須確

保無人機每次運行期間均保持登記標

誌附著其上。

9 月起使用未註冊的無人機將被
處罰

上述規定強調， 2017 年 8 月 31

日後，民用無人機擁有者如果未按照

本管理規定實施實名登記和粘貼登記

標誌的，其行為將被視為違反法規的

非法行為，其無人機的使用將受影

響，監管主管部門將按照相關規定進

行處罰。

中國航空運輸協會通航分會副總幹

事孫衛國接受媒體采訪時稱，無人機實

名制登記是國際通行措施，美國於2015

年底開始無人機實名制登記，沒有實名

制登記將受到嚴重處罰，包括罰款甚至

判刑。

此外，民用無人機發生出售、轉讓、

損毀、報廢、丟失或者被盜等情況，民

用無人機擁有者應及時通過登記系統註

銷該無人機信息；民用無人機的所有權

發生轉移後，變更後的所有人須按照規

定相關要求實名登記該無人機信息。

實名只是第壹步 無人機管理將逐步
加強

近年來，無人機躍升為快速發展的

新興產業，在技術和市場的共同推動下，

無人機的數量和規模呈爆發式增長，在

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應用日趨廣泛。

與此同時，今年以來多地機場出現

航班起降遭無人機幹擾的事件，頻頻發

生的無人機違規飛行，影響了民航正常

運行和社會安全。

從民航局等相關部門的動作來看，

無人機管理步伐逐步加快。5月12日，

民航局召開無人駕駛航空器專項整治工

作部署電視電話會，要求盡快遏制無

人機幹擾民航運行多發、頻發的現

狀；同時，做好無人機幹擾運行的防

治和處置。

民航局舉行月度例行新聞發布會，

再次圍繞無人機管理方面的最新舉措等

議題進行通報和探討，並回答記者提

問。據悉，本次會議也確認了《民用無

人駕駛航空器實名制登記管理規定》的

發布，邁出我國無人機實名登記管理的

第壹步。

5種行李不準入境？所謂海關新政是去年“舊聞”
“代購要哭，很多人也會中招！海關總署新

規：5種入境行李將不予放行……”昨天，壹條

“海關新政”刷爆了朋友圈，這是真的嗎？

記者調查發現，上述所謂的海關新政，不過

是壹條去年已經頒發的“舊聞”，而對代購來說，

這條規定其實影響並不大，並沒有掐斷代購“財

路”，而真正讓代購崩潰的是匯率。

“新政”原來是“舊聞”
海關又壹次“被新政”
“5種入境行李不予放行。”做了3年代購

的蔡小姐，昨天在網上看到這條“海關新政”的

消息，不由得壹陣緊張。

該信息的主要內容是：從6月 1日開始，中

國海關總署《關於暫不予放行旅客行李物品暫存

有關事項的公告》正式施行，明確規定5類入境

行李不予放行。如在海外購物數量太大，又或是

“人肉代購”的話，入關時將面臨行李被扣暫存

的問題。

5類行李為：1、旅客不能當場繳納進境物品

稅款的；2、進出境的物品屬於許可證件管理的

範圍，但旅客不能當場提交的；3、進出境的物

品超出自用合理數量，按規定應當辦理貨物報關

手續或其他海關手續，其尚未辦理的；4、對進

出境物品的屬性、內容存疑，需要由有關主管部

門進行認定、鑒定、驗核的；5、按規定暫不予

以放行的其他行李物品。

如果上述“新政”真的實施，對代購來說，

當然不是好消息。

不過，真有“海關新政”這回事嗎？導報記者

查詢海關總署官網發現，上述《公告》發布的日期

是2016年，正式實施的日期為2016年6月1日。

至於“如在海外購物數量太大，又或是人肉

代購的，在入關時將面臨行李被扣暫存”，也並

非最新消息。廈門海關人士表示，這條規定好多

年前就已實施了，按照規定，境外獲取的個人自

用進境物品總值在5000元以及以內的，海關予以

免稅放行；超出5000元的個人自用進境物品，僅

對超出部分的個人自用進境物品征稅。

“新政”對代購影響有限
真正的“殺手”是匯率
在蔡小姐看來，這些進境居民攜帶物品的規

定，其實對代購的殺傷力有限，“代購真正害怕

的是匯率變化”。

吳小姐做過幾年香港代購，她告訴導報記者

，她剛開始做代購的時候，港幣兌人民幣匯率差

不多 1：0.79，代購商品加價壹成上去，還有很

大價格優勢。“可是現在港幣兌人民幣匯率已升

至1誜 0.89左右，加壹成幾乎就是全價，香港代

購也就沒了價格優勢。”

蔡小姐剛開始做金門代購時，人民幣對新臺幣

的匯率接近1誜5，壹款2000新臺幣的化妝品，換

算成人民幣約400元，加個30-50元人民幣也很好出

手。但現在人民幣對新臺幣匯率已升至1誜4.36左

右，同樣是2000新臺幣的化妝品，“買進”價貴了

接近60元人民幣，“已沒有多少價格優勢了，所

以我已經不做金門代購了”。“人民幣貶值，美國

那邊進貨價噌噌上漲，國內這邊的售價不得已也要

跟著上調，只要大牌做點活動，瞬間就被擠得沒利

潤了。”前兩年和朋友合作美國代購的小兵表示，

2014年，美元兌人民幣平均匯率在1誜6.14左右，

如今已升至約1誜6.88，這就意味著，同樣是1萬

美元的奢侈品，人民幣成本增加了7000多元。

[[英超英超]]西漢姆西漢姆00--44利物浦利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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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誌穎壹家五口牽手逛街
同穿親子裝溫馨又有愛

據臺灣媒體《東森新聞》

5月14日報道，藝人林誌穎育

有3個兒子Kimi、Jenson、Ky-

son ，為了慶祝14日母親節，

他帶著全家人壹起外出。林誌

穎和兒子特別穿了壹樣的上衣

，並同樣搭配牛仔褲 ，壹行

人手牽手、穿親子裝走在街上

，既引人註目又溫馨！

林誌穎 14 日發文分享：

“手牽手全家人去過母親節，

祝大家母親節快樂！”照片中

，他壹手牽著大兒子Kimi，Ki-

mi也用另壹手牽著弟弟，3人

連在壹起並肩往前走；壹旁的

陳若儀則是抱著雙胞胎之壹，

步履穩健的走在最前方。

令人註目的是，林誌穎和

3個兒子穿著壹樣白色混藍的

上衣，搭配牛仔褲，3個小孩

更是同樣穿灰色球鞋，壹看就

知道是壹家人。

網友見了也笑說“小誌，

小小誌，小小小誌”、“好有

愛”，祝福可愛的1家 5口母

親節快樂。

据台湾媒体 5月 15日报道，

“霍心”夫妻林心如与霍建华去年

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巴厘岛完婚后

，今年1月生下爱女“小天使”，

霍建华拍了8个月的电视剧《如懿

传》近日终于正式杀青，夫妻俩趁

工作空档，日前现身行天宫，15日

小两口则被“野生捕获”，在京都

甜蜜牵手散步。

林心如和霍建华婚后鲜少公开

放闪，上周被网友目击两人到行天

宫，并拿女儿衣服收惊拜拜，15日

则被微博网友“这里是大阪”晒出

夫妻在京都五龙阁，捕捉到小两口

十指紧扣照，霍建华低调头戴帽子

，林心如打扮简单，背影纤细、宛

如少女，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孩子的

妈，夫妻并肩散步，画面甜蜜。

林誌玲談復合稱順其自然：
大家就別再管了！

据台湾媒体报道，言承旭久违公

开现身，大方谈到和林志玲[微博]是

否有望复合，难得松口说“那要看她

啊！”而林志玲原本对此仅笑笑没多

表示，但稍早又加码回应，不过同时

也希望大家别过度关注。

据《自由时报》报导，林志玲一

开始看到言承旭的丢球后，仅回应

“我有看到……”，但刚刚再补充说

“每次都隔空喊话！”语意间似乎微

微透着怨气，而被问到是否需要一个

媒人角色出来居中？林志玲则笑回不

用，并称“顺其自然，这是两个人的

事”，且可能怕恋情太受关注而破局

，还喊话“大家就别再管了！”网友

见两人不把话说死，仅隔空暧昧丢球

，虽看得雾煞煞，但也十分期待他们

重新交往。

柴智屏曬與言承旭親密合影柴智屏曬與言承旭親密合影
兩人頭挨頭還都嘴賣萌兩人頭挨頭還都嘴賣萌

柴智屏晒和言承旭合影，并称：“有一个家伙，老是喜欢

用超乎意外的方式，在你没心理准备的时候，突然送你生日惊

喜！谢谢你言承旭，开心的见到你！@大S他怎么还是这么帅！

永远的道明寺，要有比他帅的再来报名！”

照片中，两人头挨头十分的亲密，还对镜卖萌搞怪，言承

旭依然非常的帅气，和“道明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被赞不

老男神。留言称：“他一直都是大暖男额！”更有网友挑衅道

：“如果其他三个也来，你会不会晕倒？”

林心如霍建華同遊京都
十指緊扣甜炸了

17 日，小 s 在微博上發文稱
“這位保全背跟抱了我兩天，回去
應該瘦5公斤吧！ ”下面配上了保
全在人群中抱著她的照片和自己的
自拍照。前段時間小s腳意外受傷，
還帶傷繼續堅持錄節目，被網友稱

贊超敬業，這次也是感謝
加調侃背自己的保全。

據臺灣媒體報道，Ella4月生

下小勁寶，被Selina爆料她的坐

月子“荒唐事”，後來她揭秘自

己的荒唐行徑，坦言有時候會沖

冷水澡，引來大批粉絲討論。Se-

lina16日出席活動時提及此事，

笑說：“我很得意！所有人都在

罵他，罵她怎麽可以洗冷水澡”

，還透露Ella常傳勁寶裸照轟炸

群組，“讓阿姨們看了開心！”

Selina笑說，看到Ella因荒唐

行徑被罵，自己很得意，“而且

她洗了不只壹次，所以她被大家

罵了我就很開心。”不過也說El-

la洗了幾次冷水，就跟姐妹們坦

承有點頭痛，所以就不敢再這樣

洗，笑說：“希望她就好好地坐

月子，她沒有好好做，還不如出

來算了。”十分關心好姐妹身體

狀況。

Selina曾爆料Ella在懷孕時，

常傳壹些“不能給大家看的”私

密照到姐妹群組，生下勁寶後，

Ella改傳勁寶的裸照，“我都在

聊天室裏收到勁寶裸照、影片，

看了好治愈喔。”還笑說勁寶媽

媽比較特別，“會幫他拍全身或

局部特寫，讓阿姨們看了開心。

”直說每次看到勁寶的照片，就

馬上受到治愈。

小小ss

腳
受
傷
堅
持
工
作
超
贊

腳
受
傷
堅
持
工
作
超
贊

保
安
全
程
背
抱
遭
調
侃
會
瘦

保
安
全
程
背
抱
遭
調
侃
會
瘦

EllaElla在姐妹群曬兒子裸照在姐妹群曬兒子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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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獲天價冠名贊助 五年收入百億
中國足

協超級聯賽
（中超）日
前同中國平

安集團簽下為期5年的冠名贊助新合
約，據騰訊體育消息，總冠名費高
達10億元（人民幣，下同）。

早些年，中超未受關注，西門
子只冠名一年便選擇退出，導致中
超於2005年裸奔。2006年，中超獲

愛福克斯冠名贊助，結果600萬歐
元的贊助費只兌現了一小部分，雙
方後來還鬧上法庭。
隨後的兩年，某啤酒品牌冠名

中超聯賽。由於對方資金欠缺，最
後聯賽分紅時不得不以啤酒湊數。
掃賭反黑風暴後，中超各俱樂部加
大投入，令聯賽變得更有吸引力，
精彩程度也相應提升。2014年，中
國平安集團成為中超聯賽的贊助

商，每年的贊助費用為1.5億元人民
幣，為期4年，總共冠名費是6億元
人民幣及擁有優先續約的權利，當
時，這一數目已算是天價。

如今，中國平安再與中超簽下
為期5年的新合約，每年贊助費用也
從原來的1.5億元變成2億元。這樣
5年下來，中超在冠名方面的費用就
高達10億元人民幣。有相關人士認
為，這與目前中超的受關注程度和

價值成正比。目前中超的平均上座
率為場均2.2萬人左右，不僅中國電
視台、視頻網站會轉播，還有不少
海外媒體對聯賽比賽進行轉播。除
冠名之外，中超聯賽還賣出5年80
億元人民幣的轉播權費。另外再加
上動輒幾千萬元的贊助商和官方供
應商的費用，中超未來5年的收入有
望超過1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潘志
南）香港羽毛球代
表隊16名男女球
手19日啟程前往
澳洲黃金海岸，出
戰第15屆蘇迪曼
盃羽毛球混合團體
賽。
港 隊 男 單

“一哥”伍家朗
17日晚在百忙備
戰中出席香港足球
先生頒獎禮，擔任
頒獎嘉賓。他透

露，“蘇盃”及全運會團體賽的目標都是力爭獎牌
不想留遺憾！
在蘇盃比賽，港隊跟國家隊和女隊實力飆升的

泰國隊同屬A組。對此，他說：港隊要力拚泰國隊
晉八強爭次名。上屆港隊四強止步很遺憾，今次只
要出線就再拚4強甚至爭奪獎牌。“港隊從未試過
團體賽拿獎牌，我不想如上屆般留下遺憾。”

蘇迪曼盃將於本月21日至28日在澳洲的黃金
海岸舉行，這是賽事舉辦25年以來首度在歐洲及亞
洲以外的澳洲舉行。參賽的港隊隊員有：（男子）
胡贇、羅卓謙、李卓耀、李晉熙、伍家朗、柯展
聰、鄧俊文、黃永棋、（女子）周凱華、張雁宜、
范嘉茵、吳芷柔、潘樂恩、謝影雪、楊雅婷及葉姵
延。

伍家朗戰蘇盃
爭獎牌不留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傑志今季重用
“零本土”陣容惹來爭議，不過足總行政總裁薛基
輔表示來季將收緊本地球員註冊資格，外援除需要
居港滿7年外，還要跟隨國際足協規定，手持香港
特區護照才可以本地球員身份出戰。
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日前宣佈，今年7月1日

起新註冊的本地球員，除需要滿足居港7年的條件
外，更要手持香港特區護照才能成功註冊。薛基輔
表示，今次修例只是與國際足協條例接軌，希望確
保本地球員出場機會。
新例意味着外援即使達到居港7年的條件，還

要放棄自身國籍及護照才可以本地球員身份註冊。
不過今年7月1日前已註冊的球員可獲豁免，即是
傑志林志堅以及南華謝家強等來季仍能以本地球員
身份出戰。但下季將居港達7年的基奧雲尼、佐迪
及列斯奧等則要跟隨新例。對於內地及澳門球員，
新例亦同樣有效，居港兩年後需要改持特區護照才
可以本地球員身份出戰。

足總改例
本土球員須持特區護照

華裔球員入選日本男籃
日本男籃日前公佈代表隊名單，首位被日本歸

化的華裔球員張本天傑入選。張本天傑原名張天
傑，1991年生於遼寧瀋陽，身高為1.97米，後被
日本歸化加入日本籍。日本男籃將於6月2日至7
日參加在日本長野市舉辦的東亞男籃錦標賽，參賽
的6支球隊有韓國、日本、中國澳門、中國國奧、
中華台北及中國香港，屆時賽事前5名將獲得參加
8月男籃亞洲盃正賽的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女籃亞錦賽 中國獲上籤
2017女籃亞錦賽小組賽分組抽籤18日在印度

班加羅爾舉行，中國女籃被分在A組，與新西蘭、
中華台北及朝鮮同組，成功避開衛冕冠軍日本隊。
在上屆亞錦賽中，中國女籃分別在小組賽與決賽兩
次負於日本隊無緣冠軍。今次新一屆中國女籃在主
帥許利民的率領下，目標戰勝日本重奪女籃亞錦賽
冠軍寶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兩屆奧運金牌得主孫楊17日被授予
“騰訊體育陽光大使”榮譽。據中

新社報道，儀式上，身高2米的孫楊立於
人群中十分“突出”，身穿黑色花紋的白
襯衫，陽光帥氣。這位25歲的年輕人，
目前已為中國男子游泳在奧運會、世錦賽
中奪得10枚金牌，並且是男子400米自
由泳奧運會紀錄保持者、男子1,500米自
由泳世界紀錄保持者。
最近一段時間，為備戰世錦賽，孫

楊一直在昆明集訓。孫楊表示，和之前高
原集訓相比，此次訓練成果更好，重點改
進自己弱項的出發技術。

談到今年7月的布達佩斯游泳世錦
賽，他說：“希望在800米上能繼續尋求
4連冠。”此外，他稱也將在200米、400
米中保持優勢，1,500米依然不會放棄。
“1,500米是我多個項目的保護傘，最近
身體狀況還不錯。”
2017布達佩斯游泳世錦賽是東京奧

運會之前最重要的比賽之一，也將是孫楊
的一個全新起點。他說：“從去年奧運會

至今沒有中斷訓練，最近一直都在昆明集
訓，5月底將出發澳洲外訓，為世錦賽作
最後的備戰，可能就不回國了。”

身為隊長多了一份責任
今年世錦賽，孫楊還多了一個身

份——中國游泳隊隊長。面對主持人的
調侃“隊長身份會讓你有一些特權
嗎？”孫楊笑着說：“當然沒有特權，
還是跟所有隊員一模一樣，每天都是三
點一線的訓練生活，只是更多了一份責
任。”他表示，游泳是一個孤獨的項
目，為了讓五星紅旗升起，不僅要自己
做好，還要幫忙其他隊員，分享自己的
經歷和經驗，這樣中國游泳隊才能在國
際舞台上大放異彩。
對於東京奧運會的目標，孫楊毫不

掩飾地回答道：“里約奧運時我說過一句
話，I am the king(我是王) ，相信大家都
還沒有忘記。東京奧運，我要說的依然還
是這句：I am the king！”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正在高原城市昆明集訓的中國游泳名將孫

楊，日前出席活動時稱，在今年的布達佩斯游泳

世錦賽上力爭800米自由泳四連冠；對於2020年

東京奧運會，他毫不掩飾自己的雄心壯志：“東

京奧運，我依然是王！”

第13屆全運會花樣游泳比賽
雙人自由自選決賽17日晚在天津
奧林匹克游泳跳水館決出結果，復
出的四川“姐妹花”蔣文文、蔣婷
婷以總分89.9369分奪冠，代表湖
南出戰的孫文雁、李曉璐以
88.8492分屈居亞軍，銅牌則被廣
東德潤花樣游泳隊的王柳懿、王芊
懿摘得，她們的成績是 86.5554
分。
本次全運會花樣游泳比賽共

分雙人、集體和自由組合三個項

目，共有來自四川、北京、湖南、
廣東、上海、天津、江蘇、湖北和
香港的9支隊伍展開角逐，蔣文
文、蔣婷婷這對“姐妹花”代表四
川隊出戰二人復出後的首屆全運
會，引發全場關注。

在17日晚間進行的雙人自由
自選賽決賽中，蔣氏姐妹表現的主
題是《天鵝》，在柴可夫斯基創作
的樂曲當中，蔣文文和蔣婷婷的表
現異常出色。
開場的劈叉托舉出水高度令

人嘆為觀止，之後的許多動作表現
更是難度極高，這對已是母親的四
川姐妹花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但
她們贏得了滿場的喝彩，也奪取了
最後的勝利。
在賽後的採訪中，蔣文文、

蔣婷婷稱，作為花樣游泳運動員，
每天都要進行長達8個小時的訓
練，非常不容易，但今時今日的中
國花樣游泳環境比較乾淨，能確保
公平、公正，這對每個選手來說都
是寶貴的機會。 ■中新社

蔣氏姐妹奪全運花泳冠軍

■■蔣婷婷蔣婷婷、、蔣文文在雙人自由自選比賽中蔣文文在雙人自由自選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孫楊孫楊（（左左））成為成為““騰訊騰訊
體育陽光大使體育陽光大使”。”。中新社中新社

■■林志堅林志堅（（右右））來季仍可以本地球員身份出戰來季仍可以本地球員身份出戰。。

■■伍家朗征蘇盃望有獎牌落伍家朗征蘇盃望有獎牌落
袋袋。。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身穿帶黑色花紋白襯衫身穿帶黑色花紋白襯衫
的孫楊陽光帥氣的孫楊陽光帥氣。。新華社新華社

■孫楊正積極
備戰布達佩斯
世錦賽。

資料圖片

力爭世錦賽 800 米自四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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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李克勤
將於9月5至8日假香港紅館舉行“李克勤
成立三十周年”演唱會，本月31日先作信
用卡優先訂票。相隔6年沒開個唱，克勤
恐怕到時連自己都撲不到飛，一於偷步搶
飛，實行“家人優先訂購制”，趕於大家
前面落飛。

為了慶祝入行三十周年，林海峰今次
特別為他訂製了幾打紙炮，以七彩皺紙碎
來營造開心慶祝的氣氛。

拍攝當日，初時試用紙炮，向克勤近
距離發射，克勤冷不防被發出巨響嚇到，
不禁大叫：“嚇死，耳都聾啦！”由於紙
炮散出來的紙碎未達效果，最後決定以人
手發射，在水桶裡放滿紙碎向克勤照頭
淋，又把紙碎潑向他，克勤要笑住擘大口
迎接多次又淋又濕的碎紙，結果口和鼻均

中招，吸了不少紙碎。其
間，克勤舉手多次要去洗手
間，他笑言食得太多皺紙肚
痛要去排出來，事實是要趕
去漱口，因為皺紙甩色，搞
到他覺得自己滿口五顏六
色，十分搞笑。

克勤表示自己和公司都
很重視這次三十周年的大日
子，老闆楊受成已答應不惜
工本製作，更會把紅館變身萬人大派對，
讓歌迷與他一同慶祝這三十周年。而在歌
唱生涯當中，一些重要的人與事，克勤謂
也希望可以在演唱會上重現重聚，目前已
經開始着手籌備策劃及聯絡，相信到時會
帶給觀眾無窮驚喜。

克勤做過百場演唱會，他自言很多事

情都試過，“好似爆呔、人有三急去了廁
所，結果要樂隊拉長前奏待我跑回台上，
現在最想試應該是開三面台，但公司堅持
開四面，否則肯定爭飛爭崩頭。自己為免
不夠飛給家人被詐型，所以在兩個月前開
始做家人優先訂購，不想再給屋企人鬧，
話個仔開騷，連老竇都買不到飛。”

開騷賀入行三十周年

克勤偷步搶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羅霖與吳岱融18日到
牛頭角出席火鍋店開幕活動。
穿上喱士連身短裙現身的羅
霖，近日因忙於拍劇集《宮心
計2深宮計》瘦了8磅，現有
106至108磅，上圍都因此而
細了，件衫亦有點鬆。

羅霖表示完成香港戲份後
就會去橫店拍攝三個星期，知
道當地氣溫高達三十幾度，由
於是第一次去橫店，所以近日
已周圍問人防中暑方法，女仔
的戲服露出心口冇咁熱，男藝
員就慘些。她又謂：“今次拍
劇試過開八日通宵，估不到自
己可以頂得住，朋友還讚我個
樣冇捱殘，但媽咪就擔心我，因為每次開工都會帶好多嘢食，更
有個花名叫‘士多霖’，但食極都唔肥，故打算拍完劇同三個仔
去熱帶地方旅行，會穿泳衣，但不會拍寫真，只會自己睇。”問
到男友可有心痛？羅霖笑說：“邊個男友？父母見我咁瘦都好肉
痛，媽咪覺得我行屍走肉咁。”

她又預告拍完劇後會處理人生大事：“呢5年為咗3個仔日日
工作，又冇時間打理公司，忙完呢輪之後會考慮係唔係認真去發
展，（好消息定壞消息？）一定唔會係壞消息，我會認真篩選，
為自己將來着想，（之前同你影婚紗相的內地富二代機會大唔
大？）機會都大。”

說到近日洪永城與唐詩詠被指不婚即分，羅霖自言從未發
生過這些事，每次都是和平分手，可以做回朋友，除了前夫。

吳岱融無興趣搞生意
吳岱融表示自己無份投資，亦對搞生意興趣不大，他說：

“我係‘數字白痴’，又耳仔軟，唔適合搞生意，太太（鍾淑
慧）同我一樣係數學白痴，啲數都係搵朋友睇，數口唔精可能
做人會開心啲。”稍後他將會拍攝邵氏網劇《飛虎極戰》，劇
中飾演高級警司，龔慈恩飾演他的太太，而伍詠薇就為他生了
個仔，亦會有些打戲，但就不用着全副武裝上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將在港結
婚的王君馨（Grace），18日穿上紅色露背長
裙出席《奇華嫁喜禮餅活動》。她剖白12年前
在美國紐約一見鍾情，認識到未來老公Dan-
iel，大讚對方散發一股善良的感覺。

Grace率先向現場傳媒大派餅卡，她笑稱
想不到派禮餅會這樣開心，更會在5月20日
“520”這甜蜜的日子過大禮，雖然老公想舉
行西式婚禮，但她始終是香港華人，想體會中
國傳統禮儀。

婚紗方面，Grace透露已在法國找人設
計，有待布料從巴黎運送到港，製作亦需時

間。她透露婚紗款式會有少少性感，最重要是
靚，不希望到時大家只留意她的身材。

婚禮籌備進展，Grace很開心得到很多贊
助商支持，她也會做足中國傳統儀式，如穿裙
褂向父母跪地斟茶，她笑說：“雖然老公仔不
明白，但都好遷就我，因英文有一句Happy
Wife就Happy Life。只要老婆開心，他生命就
會很好。”不過，Grace得知穿裙褂前要穿紅
色睡衣就有陰影，解釋道：“紅色內衣令我好
有陰影，因為在《城寨英雄》花曼嫁給牙佬前
一晚全家‘拜拜’ ，我正考慮穿西式睡衣代
替。”

羅霖忙拍劇瘦8磅
爆有人見到好肉痛

王君馨結婚跟足傳統儀式

■■王君馨王君馨

■■羅霖與吳岱融出席火鍋店羅霖與吳岱融出席火鍋店
開幕活動開幕活動。。

17日晚參觀時，當看到三哥
三十多年前與翁美玲一起拍攝
的《射鵰》劇照時，李一桐及陳
星旭都大表驚嘆，並大讚三哥保
養得宜。

李一桐在劇中飾演黃蓉，被
問到可有看過翁美玲飾演的黃
蓉？她直言有看過，是前輩叫她
看的，但就沒有看過所有版本，
看完劇本結合原著，了解每個角
色性格後，再演繹自己心裡的黃
蓉。問到她覺得跟翁美玲所飾演
的黃蓉有什麼分別？她笑說：
“翁美玲演得好俏皮，自己是俏
皮加可愛。”說到翁美玲當年演
的黃蓉深入民心，她可會感到壓
力？李一桐稱沒想那麼多：
“每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黃蓉，

自己是新人，需要磨練的東西很
多，自己技術上做到最美麗的一
面，得到大家的支持非常開心，
收到不好的評價也會平常對待及

接受。”
活動後即趕着離開

要去拍戲的她，表示希望
日 後可以多些赴香港宣傳，因
為她中學是在深圳讀書，經常都
會到香港，她說：“我好喜歡香
港，因有很好吃及有好逛的地
方，然後香港人我很喜歡，因為
班中有很多同學是香港人，出道
以來合作的都是香港班底，覺得
跟香港人很有緣分，而香港人工
作很認真、很專業都是我喜歡
的。”

自嘲比當年“縮水”
三哥透露特別租了一個貨倉

來儲起早期拍戲的劇照、卡式
帶、戲服，以及上世紀八十年代
為登台而造的古裝服及頭套，覺
得很有紀念價值。問到當年的戲
服現時是否仍穿得下？他笑說未
必：“冇以前咁大隻，以前大隻
好多，現在縮水，瘦咗。”

他又稱看到故友翁美玲的舊
照不期然想起對方，每次都好有
感觸，覺得太過虛幻好不真實，
而今次他答應演出黃蓉父親黃藥
師一角，都是因為情意結，因他
一直很仰慕這個角色，他說：
“好多人理解的黃藥師係好邪，
好多人覺得我唔夠邪，以我理解
黃藥師行事唔按規則，樣貌唔一
定邪，個造型都幾特別，幫到我
個角色好突出，自己都好鍾意，
但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東
邪，喺我心目中覺得已有交
代。”

談到李一桐跟翁美玲相比，
是否翁美玲演的黃蓉最經典？三
哥認為這樣比較對兩人都不公
平，翁美玲的演出好經典，但今
次一桐演了另一個版本的黃蓉，
如果十分為滿分，兩人都超過九
分，總不可以給足滿分，因每人
對黃蓉的睇法都不一樣，而李一
桐今次的演出做得好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梁靜儀梁靜儀））內地劇集內地劇集《《射鵰英雄傳射鵰英雄傳》》近日在無綫近日在無綫

播映播映，，有份演出的苗僑偉有份演出的苗僑偉（（三哥三哥））1717日晚聯同飾演黃蓉的內地藝人李一日晚聯同飾演黃蓉的內地藝人李一

桐及飾演楊康的陳星旭桐及飾演楊康的陳星旭，，到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參觀到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參觀。。翁美玲當年演的翁美玲當年演的

黃蓉深入民心黃蓉深入民心，，李一桐認為自己演的是俏皮加可愛李一桐認為自己演的是俏皮加可愛；；而三哥看到故友翁美而三哥看到故友翁美

玲的舊照不期然想起對方玲的舊照不期然想起對方，，稱每次都好有感觸稱每次都好有感觸。。

“黃蓉”李一桐自認俏皮可愛

■■拍海報時拍海報時，，工作人工作人
員把紙碎潑向克勤員把紙碎潑向克勤。。

■■見到三十多年前的見到三十多年前的《《射鵰射鵰》》劇劇
照時照時，，三人各有感嘆三人各有感嘆。。

■幾位演員向博物館人員送上今
輯《射鵰》海報。

■■翁美玲和黃日華主翁美玲和黃日華主
演的演的 19831983 年版年版《《射射
鵰鵰》》成為一大經典成為一大經典。。

■■左起左起：：苗僑苗僑
偉偕李一桐偉偕李一桐、、
陳星旭到香港陳星旭到香港
文化博物館金文化博物館金
庸館參觀庸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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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首部兒童心靈啟迪電影《放學後

》於5月20日全國上映，5月13日在全國

十城點映後反響熱烈。

《人民的名義》切中反腐，《放

學後》聚焦校園暴力……現實熱點題

材影視好戲連臺。剛剛熱播的電視劇

《人民的名義》，創下了近年來少有

的收視率。很多人守著電視機等待更

新，很多人見面就在討論劇情，很多人

在網上徹夜“補課”……數十億點擊量

和如潮評論，讓這部電視劇成為現

象級作品。高關註度的背後，不只是

該劇的尺度之大和對現實的折射，更

是中國民眾對十八大以來高壓反腐態

勢的關切和認同。《人民的名義》壹

炮打響，充分說明：影視作品只要緊

密貼緊現實，關註社會熱點，表達民

眾訴求，就能受到觀眾的追捧。

《人民的名義》之所以精彩，除

了老戲骨們精湛的表演藝術得到集中

呈現以外，很大的壹個原因是劇情取

材於現實。主創人員曾指出，其中壹

些貪官案例都是有依據的，如小官巨

貪的某部委處長受賄數億元，堆滿壹個

房間，燒壞幾臺點鈔機，再如最終涉及

的腐敗官員官至副國級，這些案例都

能讓觀眾聯想到壹些被公開查處的貪

腐案例。據報道，主創人員曾經擔心

這部作品不能播出，實際情況是，只

用了很短的時間，並沒有經歷太大的

周折，該劇就同觀眾見面了。

“好大的尺度！”這是很多網友評論

和專業評論中提到較多的壹句話。影視作

品只有貼近現實，貼近生活，貼近群眾，

才有生命力。如果真正做到了“三貼近”

，尺度大壹些又何妨？天不會塌下來。相

反，《人民的名義》順利通過審查，體現

了政治自信，回應了民意關切，增強了廣

大民眾對反腐敗戰爭必勝的信心，極大地

發揮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事實上，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播

出之前，央視播出的反腐紀錄片《永

遠在路上》和已經推出三年的中央紀委

監察部網站《懺悔與剖析》，反響也十分

熱烈，揭示了壹批典型案例，既教育了黨

員幹部，也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對腐敗問題

的正視，對熱點問題不回避、不隱諱。

最近剛剛上映的電影《放學後》，堪

稱反映現實熱點問題的又壹力作。和《人

民的名義》壹樣，《放學後》作為壹部小

制作的影片，沒有小鮮肉，也沒有老戲骨

，卻同樣打動人心，原因就在於她反映了

令無數人揪心的校園暴力這壹現實問題。

壹群小學生圍毆同學，狂扇耳光，被打的

孩子嘴角流血，呼喊淩厲，眼神絕望……

相信很多人從網站和微信朋友圈裏看到過

這樣的視頻。通過這部影片，觀眾第壹次

從大熒幕上看到了這樣的場景，更具震撼

力。影片中的報社記者對這段校園暴力

視頻逆行深入調查，留守孩子、組合家

庭、沈迷於打麻將的爸爸，壹系列家庭教

育的問題，也真實地展現在人們面前。校

園暴力的場景、危害、成因，在短短的

90分鐘裏得到深刻揭示。

壹段時期來，校園暴力事件頻頻發

生，刺痛國人之心。從北京中關村二

小事件到四川瀘州事件，充分說明校

園霸淩絕非小事，往往容易引發惡劣

後果，成為輿論熱點。盡管國務院九

部門也及時出臺了壹道道文件，要求

重視此類問題，防止再次發生，然而

，校園暴力事件的發生，原因是多方

面的，不是哪壹方力所能及的，需要

政府、學校、家庭、社會壹起重視起

來，形成合力，才能有效防控。面對

這樣的熱點問題，影視工作者們參與

其中，創作出緊貼現實的電影作品，

有助於喚起全社會的重視，有助於熱

點問題的解決。這部電影順利通過審

查，走進全國院線，同樣是正視社會

問題、勇於直擊熱點、回應民眾關切

的表現。

從《人民的名義》到《放學後》，這

些直擊現實熱點問題題材作品近期接連同

觀眾見面，形成好戲連臺的態勢，受到了

上下壹致好評，增強了主流媒體對廣大人

民群眾的吸引力，發揮了社會主義文藝作

品應有的作用，形成了2017年壹道道越

來越好的文藝風景線。

由秦俊傑主演的浪漫傳奇

清裝劇《龍珠傳奇》正在北京

衛視、安徽衛視熱播。在網絡

已播出的劇情中，秦俊傑飾

演 的 康 熙 驚 現 高 能 情 話 ，

“玩壹些有情趣的小遊戲”

“要不要到朕的龍床上休息

壹下”等等，加之邪魅的小

眼神，完美演繹霸道皇帝愛

上我，令粉絲高呼“酸爽麻，

沒眼看”。

秦俊傑講情話酸爽麻
霸道皇帝撩出新高度
劇中秦俊傑飾演的康熙對

李易歡（楊紫飾）動情，本來

計劃的假意侍寢，康熙卻想假

戲真做。而後，康熙為掩藏身

份頭戴面具，卻借口“喜歡玩

壹些有情趣的小遊戲”；為哄

騙易歡上龍床展開各種套路

“妳冷不冷，要不要到朕的龍

床上休息壹下”“讓朕真的幸

了妳，便封妳做貴人”“這全

天下又有哪壹個女子，不想做

朕的女人”，高頻情話霸道又

深情，眼神中盡顯寵溺邪魅，

令粉絲爭先恐後表示“排隊上

陛下的龍床”。

面對戲中大量的肉麻臺

詞，秦俊傑笑稱“自己回看

的時候也覺得蠻羞恥的”，

更坦言因為本身不會這樣說

話 ， 所 以 在 拍 攝 時 不 太 習

慣 ，感覺很別扭。劇中，秦

俊傑幾場侍寢戲份都被網友

調侃“臉紅耳朵紅”，他解

釋為“是因為室內悶熱，而

不是害羞紅”，卻被網友喊

話“不相信”。

秦俊傑《龍珠》假扮龍三
真相將呼之欲出
秦俊傑自出道以來出演多

部古裝劇，並塑造了三王子元

成、西楚霸王項羽、建寧王李

倓、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康熙等

五位帝王角色。而此番飾演的

康熙不同於他以往帝王角色的

悲情，劇中俊朗的清裝造型讓

不少網友大呼“吃到秦俊傑的

顏”。

據悉，隨著劇情的發展，

康熙假扮龍三的真相將呼之

欲出，秦俊傑最終能否俘獲

美人芳心，請鎖定每周壹至

周三晚 22 點北京衛視、安徽

衛視。

《臥底歸來》林申李沁
再攜手配合默契

張嘉譯、林申、劉奕君、李沁、傅晶、

張晨光、楊雨婷聯合主演，翟天臨、湯鎮業

特別出演的緝毒大戲《臥底歸來》正在天津

衛視、山東衛視熱播。在近日的劇情中，林

申飾演的寶玉大膽潛入毒窩，成功營救李沁

飾演的毒販千金田糖果，同時在多重掩護身

份中遊走。經歷了開局後，洪川警匪之間的

對立形式愈發嚴峻。

林申變“柯南”勇探毒巢
搭檔李沁配合默契
作為洪川商業大佬九爺的獨生愛女，李

沁飾演的田糖果回國即遭綁架，隨即引發洪

川黑白兩道的共同關註，這也給林申飾演的

寶玉壹個絕佳的機會接近九爺。經過壹連串

高能推理，寶玉單槍匹馬潛入毒巢，並成功

營救糖果。

此次分飾化裝偵查員和毒販之女，林申

與李沁將在《臥底歸來》中獻上壹段虐心的

情感糾葛，而生活中互稱兄妹的兩人則是在

《守望的天空》、《花開半夏》等熱播劇後

的再度合作，配合相當默契。拍攝期間，李

沁就大方曬出合影並開放網友猜測人物關

系，不同於過

往角色，兩人

在《臥底歸來》

中都嘗試了從

前未挑戰過的

全 新 角 色 類

型 ，除了規定

劇情，申沁組

合戲外也為對

方出謀劃策，

設計亮點。據

了解，此次英

雄救美令糖果

對寶玉壹見鐘

情，兩人在劇

中也上演壹場

富豪千金苦追

“通緝犯”保鏢的倒追戲碼。

燒腦局中局浮出水面
營救田糖果事件成為《臥底歸來》劇

情全面鋪開的壹把鑰匙，劇中主要人物至

此悉數亮相。九爺與林鶯這對夫妻的面和

心不合，連忠與行賄者勾結的真相，以及

寶玉遊走在警、匪、民中的見招拆招，這

場洪川禁毒行動背後的局中局正在浮出水

面。

正邪雙方的智鬥讓情節愈發曲折，幾乎

每個角色背後都有隱藏身份或隱藏目的，而

大量使用暗語，話語中欲言又止的留白，以

及別有深意的臺詞都讓觀眾追得不亦樂乎，

甚至因失憶而語無倫次的金飛，瘋癲的臺

詞中都藏著壹個大秘密。有觀眾評論“這

部戲壹次對話都不能錯過，否則真的有點

看不懂”。據了解，在接下來的劇情中，

毒販壹方將進行瘋狂反撲，寶玉的臥底身

份也遭遇質疑，這場明暗交織的警匪較量將

更加精彩。

目前，《臥底歸來》正在天津衛視、山

東衛視黃金檔熱播中。

《放學後》十城點映
家長倡議拒絕暴力

《
龍
珠
傳
奇
》
秦
俊
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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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霸
道
皇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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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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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CC77綜合影視
星期五 2017年5月19日 Friday, May 19, 2017

《美國刺客》發布血墨系角色海報
迪倫持槍帥氣復出 邁克爾基頓飾特工“導師”

獅門影業出品的犯罪動作

電影《美國刺客》近日發布整

組角色海報。在血色與墨色渲

染的背景下，迪倫· 奧布萊恩、

邁克爾· 基頓、泰勒· 克奇等主

演各自持槍帥氣亮相，被移動

標靶鎖定，壹場殺機四伏的諜

戰迷局即將開啟。

影片改編自作家文斯· 弗林

的同名暢銷小說，講述了壹個

叫Mitch Rapp的大學生（迪倫·

奧布萊恩飾演）轉變為號稱

“恐怖分子獵人”的CIA探員

的故事。

影片聚焦Mitch的CIA菜鳥

生涯，他受訓於邁克爾· 基頓飾

演的冷戰時期老兵 Stan Hurley

。兩人在片中聯手偵破壹系列

針對軍方和平民的恐怖襲

擊活動。

《美國刺客》是迪倫·

奧布萊恩在《移動迷宮3》

片場重傷之後，復出拍攝

的首部作品。

片中他壹改往日稚嫩小生

的角色，變成胡子拉碴的糙漢

特工，形象突破令人期待。

影片已定檔今年9月 15日

在美國上映。

《《加勒比海盜加勒比海盜55》》全片全片IMAXIMAX全畫幅上映全畫幅上映
傑克船長滿屏回歸傑克船長滿屏回歸 比普通銀幕多比普通銀幕多2626%%的圖像的圖像

由迪士尼電影公司出品，喬阿吉姆· 羅恩尼、艾斯彭· 山德伯格聯合

執導，約翰尼· 德普、哈維爾· 巴登、傑弗裏· 拉什、卡雅· 斯考達裏奧和

布蘭頓· 思懷茲等主演的奇幻歷險電影《加勒比海盜5：死無對證》將於

5月26日重磅登陸全國約400家IMAX影院。今日，壹個令“海盜粉”再

次喜大普奔的消息曝光，那就是IMAX 3D版《加勒比海盜5》全片將以

全畫幅格式在IMAX影院獨家呈現。與普通影院相比，IMAX全畫幅能

夠為觀眾多提供26%的圖像，觀眾將仿佛與傑克船長並肩站在船頭，在

畫面滿屏的IMAX大銀幕前身臨其境地體驗加勒比海上危機四伏的海盜

生活和緊張刺激的打鬥場面。

今日曝光的對比圖中，直觀地展示了IMAX全畫幅畫面與壹般銀幕

畫面相比在細節還原和視野範圍方面的明顯優勢。IMAX全畫幅格式下

，《加勒比海盜5》全片圖像都將鋪滿整個頂天立地的IMAX大銀幕，

觀眾不僅能以最寬廣的視野猶如親身在碧海藍天中航行，巨浪中飄搖的

“黑珍珠號”以及天文學家卡琳娜墜入深海的剎那更帶給觀眾真實眩暈

感和命懸壹線的緊張氣氛。史上最強反派亡靈船長在IMAX全畫幅的加

持下，整個面部碎片紋路清晰可見，詭異和老謀深算的氣質盡顯，船舵

和桅桿銹跡斑斑的細節也將逼真再現。

上周，《加勒比5》在上海迪士尼舉行了全球首映儀式，該片在國

內影評人及媒體中獲得好評壹片，谷大白話在微博上評價：“還是原來

的配方，還是海盜系列的感覺，這次更加輕快活潑，笑料十足。”此前

也有外媒稱該片“是壹場充滿了樂趣和精彩動作戲的冒險”，“延續了

該系列的神話，同時有令人震撼的動作場面”。據悉，這部經典IP的最

新壹集將回歸到系列開篇《加勒比海盜：黑珍珠號的詛咒》的畫風，更

加強調喜劇元素，除了傑克船長和大反派亡靈船長外，暌違多年的經典

角色小鐵匠和伊麗莎白的悉數出現將令觀眾情懷指數爆棚，另有重磅客

串的巨星如搖滾傳奇保羅· 麥卡特尼的驚喜亮相更是飆升了期待值飆升

。5月26日，當熟悉而震撼的加勒比海盜旋律響徹IMAX影院，比前作

更加宏大的場面、密集的動作戲和壹眾兇猛的海盜、窮追不舍的亡靈及

各種詭異的海上生物組成的暗黑海域世界將通過IMAX全畫幅震撼重現

，並再度令觀眾大飽眼福。

《變形金剛5：最後的騎士》

曝光壹張全新劇照，大黃蜂處在壹

片硝煙彌漫中，原汁原味的邁克

爾· 貝式爆炸場景，熟悉的配方熟

悉的味道，絕對是暑期檔最值得期

待的爆米花大片之壹！

邁克爾· 貝表示新片將會回歸

系列前幾部的風格，而不是像《變

形金剛4：絕跡重生》那樣有太過

獨立的劇情。此外，新片中將會增

加幾個全新角色，比如居住在城堡

中的埃德蒙· 巴頓爵士，他掌握變

形金剛的秘密，以及濫殺無辜的機

器管家Cogman。《變形金剛5：最

後的騎士》將於2017年6月21日在

北美上映，內地有望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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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 曾在

兩個月前宣布收

購了奧遜· 威爾

斯未完成的遺作

《風的另壹側》

的版權，將出資

完成並修復這部

電影，並在全球發行，

近日 Netflix 宣布將推出

第二個關於威爾斯的項

目：由摩根· 內維爾執導的壹部紀錄片。這

兩部電影都將在明年發行。

內維爾曾在2014年憑借《離巨星二十

英尺》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這部電

影聚焦配唱歌手的故事。他的這部關於威

爾斯的紀錄片將由Tremolo Productions出品

，弗蘭克· 馬歇爾和Filip Jan Rymsza擔任

聯合制片人。

內維爾的紀錄片將聚焦威爾斯和好萊

塢的關系，特別是從《風的另壹側》中體

現出來的。

“《風的另壹側》壹直以來是電影史

上的壹個幽靈傳說，電影背後的故事同樣

令人著迷。”內維爾說“我很高興能有機

會講述這部電影背後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

，並探索為什麽威爾斯能夠成為壹個名垂

影史的人物。”

奧遜· 威爾斯從1970年開始與奧佳· 柯

達聯合創作《風的另壹側》的劇本，電影

明星約翰· 休斯頓、莉莉· 帕爾默、彼得· 博

格丹諾維奇、斯蒂芬妮· 奧德安、克勞德·

夏布洛爾、丹尼斯· 霍珀、亨利· 嘉格隆等

人加盟，陣容十分豪華。

在1970年到1976年之間，威爾斯拍攝

了這部電影的壹部分後停止拍攝，然後出

走法國，直到1985年不幸去世。《風的另

壹側》也因資金問題擱置40年。

奧遜· 威爾斯是美國影史上傑出的電影

大師，其1941年執導的電影《公民凱恩》

無數次登頂各種影史最偉大的電影榜單，

除此之外，其還執導了《偉大的安伯遜家

族》、《歷劫佳人》等多部優秀影片。

奧遜· 威爾斯是壹個勇敢的電影作者

，多次與好萊塢制片人的創作限制進行抗

爭。

《《守護者守護者：：世紀戰元世紀戰元》》曝手繪版海報曝手繪版海報

金剛熊三重形態變身巨熊金剛熊三重形態變身巨熊
捍衛俄羅斯故土捍衛俄羅斯故土

科幻動作電

影《守護者：世

紀戰元》今日發

布壹張手繪版海

報，海報中展現

了“守護者”金

剛熊變身的全過

程，隨著形態的

逐壹進化，金剛

熊的戰鬥力也不

斷飆升。據悉，

電影《守護者：

世紀戰元》即將

於5月19日登陸全

國各大院線。

此次發布的

海報以紅色為基

調，用漫畫形式

展現了“守護者

”金剛熊變身的三重形態，讓壹直關註著電影的影迷大呼“毫無違和感

”。畫面中的城市在不斷隕落，硝煙彌漫，炮火紛飛，金剛熊以守護者

的姿態肆意咆哮，從人體形態到半熊體形態再到全熊體形態，經歷無盡

痛苦才獲得了超能力完成蛻變的金剛熊，傳達出他對故土的無盡深情和

堅實守護，更體現出戰鬥民族的不屈戰魂。

金剛熊完全進化後擁有爆表的武力和結實的肌肉，體現出荷爾蒙爆

棚的俄羅斯風情。電影中其他三位守護者則是前蘇聯時期地區的代表，

超能力的設定也頗具俄羅斯風格：能操縱巖石的巨石王來自亞美尼亞山

區，能瞬間移動的彎刀戰士是哈薩克斯坦遊牧民族的後裔，擁有隱形超

能力的幻影女的故鄉是有3000多個自然胡泊的烏克蘭，體現出戰鬥民族

的悠久歷史文化。

《守護者：世紀戰元》講述了從事兵器研究的教授庫拉托夫為了達

成自己的野心，在俄羅斯境內各大城市用生物兵器制造了壹系列大規模

爆炸恐怖襲擊。國家瀕臨毀滅，俄羅斯國防部緊急集結幻影女、金剛熊

、彎刀戰士、巨石王，組成了名為“愛國者”的超級英雄團隊，與妄圖

統治世界的邪惡教授展開殊死較量。電影的主創團隊想要借助電影傳遞

俄羅斯本土文化，讓世界影迷感受到俄羅斯風情的獨特魅力，因此耗資

3.3億盧布，用壹年的時間打磨出這部獨屬於戰鬥民族的超級英雄電影。

電影《守護者：世紀戰元》由俄羅斯著名導演薩裏· 奧德賽耶執導，

塞巴斯蒂安· 斯薩克、瓦謝斯拉夫· 拉貝戈耶夫、桑紮爾· 馬季耶夫、艾琳

娜· 拉尼娜聯合主演。5月19日，戰鬥民族的科幻風暴即將席卷而來。

《變形金剛5》全新大黃蜂劇照曝光
原汁原味邁克爾貝式美學 期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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