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6日讯 今日，赵薇、黄
晓明、周冬雨、张亮、靳梦佳现身真人
秀《中餐厅》长沙发布会。一直身兼揽
客重任的黄晓明自曝，“其实揽客真
的不容易，而且失败率特别高，通常
有十个人答应了自己会来餐厅吃饭，
最终能有一个来就很不错了，导致很
有挫败感，最难过的是连狗都不理自
己。”作为“最美店长”，赵薇为大家献
上了独家糖醋排骨。谈及录制节目的
感受，赵薇表示：“这21天自己做了很
多没有做过或者不想做的工作，也很
高兴可以和几位小伙伴度过这21天，
觉得特别不浪费生命。”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屈紫语

黄晓明曝揽客十客九拒

本报8月16日讯 电影《心理罪》
上映5天， 票房成功突破2亿大关，李
易峰被网友称为“毁容级”的哭戏更是
得到众多观众认可。 今日， 片方曝光
“李易峰哭戏”原片片段。 有媒体问拍
哭戏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 李易峰回
忆道：“开始拍第一遍的时候整个情绪
都有了，很心痛。那一刻我知道我就是
方木，我一直保持在这个情绪里面。”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屈紫语

李易峰谈《心理罪》哭戏

马王堆熏香皂、汉代调味品豆豉姜你都可以在省博物馆新馆里见到

带着“湘”味，500款文创产品十月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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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今
日获悉， 为迎接新馆开放，湖
南省博物馆计划于10月下旬
向公众推出500款全新的文创
产品。目前，有近300款文创产
品正在进行打样生产，余下产
品也已进入设计定稿的最终
环节。据悉，为满足社会大众
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文化需求，
省博将推动馆藏资源与现代
生活结合，注入湖湘地域文化
特色，不断创造和开发既有文
化内涵又有实用价值的产品
和服务。

文创经营区达两千多平方米

早在7月14日， 湖南省文
化厅就组织召开文化文物单
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工
作座谈会。湖南省博物馆副馆
长陈叙良在座谈会上介绍，省
博物馆立足新馆建设，文创经
营区域包括文创中心店 、餐
饮、书吧、非遗店、临展店、VR
体验馆，合计面积达2200多平
方米。

作为全国首批博物馆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之一，
湖南省博物馆专门成立了文创
研究中心， 立足于丰富的馆藏
文化资源，从马王堆、青铜器、
陶瓷等各类馆藏文物中提取设
计元素， 并结合现代科技和工
艺技术， 全力打造了以“马王
堆”、“湖南人”、 湖南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主题的独具湖湘魅力
的文创产品。 如马王堆养生熏
香皂、 汉代调味品豆豉姜等产
品，都将在10月亮相。

文创产品极具湖南特色

省博物馆将结合新馆另一
大核心基本陈列———“湖南
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简
称“湖南人”)，设计制作出各类
品种丰富、款式新颖、实用功能
性强， 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创产
品。 如利用湖南少数民族的服
饰纹样，设计的围巾、披肩等服
饰用品；以长沙童谣为素材，开
发出的童谣绘本； 借用“湖南
人”陈列中重点文物的色彩、纹
样， 设计出吸引少儿的文化及
生活用品；运用长沙方言，制作
出地方特色浓郁的茶壶、 茶杯
等生活用品以及书签、 明信片
等印刷品； 以湖南名人语录及
代表性视觉符号设计制作的各
类包具和文化用品等。

在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产品开发方面，省博物馆结
合湖湘地域文化特色，将全新
推出一系列的文化衍生品，如
“画绣合一” 的湘绣艺术品和
细腻精美的醴陵瓷板画等。

省博物馆还大力发掘馆内
IP资源， 深入研究湖湘地方特
色， 并有机地融入到文创产品
的设计与开发中， 竭力探索出
一条属于新湘博的文创产业市
场发展之路。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李叶

本报8月16日讯 广州恒大“祸不
单行”， 上周末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
损失了两名后腰———保利尼奥转会巴
萨， 黄博文腰部骨折导致赛季报销。今
晚， 在2017赛季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
中，轮换阵容的恒大客场在上半场领先
的情况下，下半场被全主力的上港扳平
并反超，最终后者以2:1取胜。

在与实力不强的对手较量时，后腰
乏力的危害显现不出来。但从本场比赛
开始， 恒大将受到一系列的艰苦考验。
保利尼奥的出走降低了恒大后场防守
的厚度和攻防转换的枢纽，而黄博文的
赛季报销更是令后腰这个位置的用人
变得捉襟见肘。恒大目前的状况将继续
考验主帅斯科拉里。 ■记者 叶竹

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
上海上港2:1取胜广州恒大“腰”痛

本报8月16日讯 今日，中华炎黄
文化研究会文明传承联合会和衡阳
市公安局共同举办公安监管工作由
“看守管理型”向“学习教育型”转型改
革研讨会，公安部监管局，湖南省公安
厅，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文明传承联
合会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此外，
以戒毒为主题的网络电影《花儿的故
事》在会上正式宣布开机。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禹亚钢

《花儿的故事》开拍

本报8月16日讯 作为湖南本土
发展起来的体育赛事，升级“国字号”
后的2017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的脚
步即将迈到江苏镇江。今日，记者从该
大会组委会获悉，镇江站活动将于9月
16日开幕。本次大会将采取“3+3”的
活动形式，以期通过高水平体育赛事，
将体育与旅游相结合，打造全民参与的
户外嘉年华活动，同时根据镇江市的地
域特色， 将分别植入不同主题活动，为
普及户外运动和推动体育旅游产业的
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据悉，三个比赛
项目分别为国际城市平衡大师赛、徒步
毅行、环茅山12小时自行车认证，三个
体验项目是帐篷大会、 趣味嘉年华、城
市平衡大师赛与市民互动。此外，在镇
江市丹徒区世业镇的活动现场还有生
态农业体验等地方特色旅游项目。

记者了解到，作为大会电视直播
的项目，国际城市平衡大师赛将在有
着千年历史的金山寺文化广场举行，
届时将会有15位国际国内顶尖花式
平衡高手齐聚金山进行极限挑战，一
决高下。 ■记者 叶竹

湖南本土赛事升级“国字号”
9月，户外大会开到江苏

8月16日晚， 恒大2017
世界斯诺克中国锦标赛在广
州拉开帷幕。 世界职业斯诺
克协会主席福泽盛、 中国台
球协会副主席郑梦晖、 中国
台球协会秘书长王涛、 广东
省体育产业协会会长王小康、
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马曙、广
州市体育局副局长吴民春、
广州市外事办副巡视员马满
鹤和恒大集团执行董事、副
总裁、 党委副书记史俊平等
领导和嘉宾参加了开幕式。

世界斯诺克协会主席福
泽盛在开幕式致辞， 对独家
承办斯诺克中锦赛的恒大集
团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
“我们诚挚地感谢恒大集团
为赛事推广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热烈欢迎恒大集团加入
到我们这个斯诺克大家庭中

来， 我们希望在往后的岁月
中有更多的合作。 去年的中
锦赛取得圆满的成功， 而这
次的中锦赛将会上升到一个
更高的层次。”

恒大集团执行董事、副总
裁、党委副书记史俊平在开幕
式致辞中指出，为进一步推动
体育产业发展，助力我国由体
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在国
家体育总局、 广东省体育局、
世界斯诺克协会大力支持下，
恒大于2016年创办斯诺克中
锦赛，成为最大型、最负盛名
的世界顶级赛事之一。

恒大2017世界斯诺克
中国锦标赛汇集了当今世界
72名顶尖高手， 如此高规格
的参赛阵容几乎是世锦赛的
翻版。 作为中国首席球手和
恒大集团签约代言人， 丁俊

晖的参赛最受球迷关注。在
赛前面对媒体的采访时，一
向寡言的丁俊晖爽快利落地
表示， 主场优势让他有信心
战胜世界第一塞尔比。 当有
媒体问他想不想在恒大中锦
赛上向刚刚战胜过自己的奥
沙利文复仇时， 丁俊晖面带
微笑说了两个字：当然。

据了解，恒大2017世界
斯诺克中国锦标赛将于16
日至22日在广州体育学院亚
运馆进行， 由去年的邀请赛
升格为积分排名赛。 今年的
赛事创下五大纪录： 规格最
高，参赛规模、奖金数额、影
响力在国内斯诺克赛事中无
出其右者；发展最快，创办第
二年即成为世界积分排名
赛、 连续两年都吸引所有顶
级选手参赛；奖金最高，赛事
总奖金70万英镑、 冠军奖
金15万英镑均为国内赛事
之最；阵容最强，吸引了世
界最强72位选手参赛；影
响最广，赛事新闻通过全媒
体立体传播覆盖全球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恒大2017世界斯诺克
中国锦标赛票务销售已于
8月11日在大麦网上线。开
幕式当晚场馆座无虚席，截
至目前，半决赛、决赛等重
要场次的门票也已销售过
半。 ■罗灵芝

恒大斯诺克中锦赛广州开杆
最强72位选手参赛票房热卖

开杆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