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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海外人才
在英举行新春宴

文体不休假，陪你过“
旺”年
春节期间除了平昌冬奥会，还有这些赛事值得关注
在中国体育迷春节休假期间， 国际体育赛事仍
在战斗。除了平昌冬奥会，还有欧冠1/8决赛首回合、
NBA全明星赛、亚冠联赛的硝烟等你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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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叶竹

欧冠1/8决赛首回合
●尤文图斯VS热刺
北京时间2月14日 （农历腊月
廿九）凌晨3点45分

李宇春

●皇家马德里VS巴黎圣日耳曼
北京时间2月15日 （农历大年
三十）凌晨3点45分
●切尔西VS巴塞罗那
北京时间2月21日 （农历大年
初六）凌晨3点45分
上赛季欧 冠亚 军 尤文 图
斯将迎战火力强大的热刺，其
实，对于这两支依然在联赛为
自己的目标苦苦征战的球队
而言，这场欧冠重量级比赛来
得并不是时候。 不过，2017年
五大联赛射手王哈利凯恩面
对老妇人的防线会不会有出
彩的表现还是值得期待的。
大年三十 凌晨 的 这场 比
赛称得上是2018年春节期间
足坛最值得看的一场比赛。虽
然皇马在西甲联赛冲冠无望，
只能看着巴萨兴叹，但他们还
有欧冠。毕竟皇马是前两个赛
季的欧冠冠军，欧战实力不容
小觑；巴黎上个赛季遭受了欧
冠历史上最为耻辱的1∶6大
逆转，这个赛季补强了全球第
三好的球员，而且目前位列法
甲联赛积分榜首，来势一点都
不客气。
农历大年初六凌晨，暌违
6年的一对老冤家又一次在斯
坦福桥狭路相逢，梅西能否敲
开切尔西的大门？ 法布雷加
斯、佩德罗能否给老东家以致
命一击？这些谜底，得你熬夜
来得知了。

▲史蒂芬·库里和勒布朗·詹姆斯将率队在NBA全明星赛中展开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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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全明星赛
●NBA全明星新秀挑战赛
北京时间2月17日（大年初二）10点
●NBA全明星扣篮大赛、 技巧
赛、三分大赛
北京时间2月18日（大年初三）9点
●NBA全明星赛正赛
勒布朗·詹姆斯队VS史蒂芬·库
里队
北京时间2月19日(大年初四)9点
今年全明星正赛的比赛形
式将不再是东部全明星队对阵
西部全明星队，两支全明星球队
的阵容名单是由两位队长选择，
即詹姆斯队VS库里队。
詹姆斯与欧文再度联手，威
少会给杜兰特传球吗？ 今年的
MVP又会是谁？等待这些悬念揭
晓的心情， 和过年回家的感觉一
样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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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联赛
●亚冠小组赛E组 柏太阳神VS
天津权健
北京时间2月20日（大年初五）18
点30分
●亚冠小组赛F组 上海上港VS
墨尔本胜利
北京时间2月20日（大年初五）20点
●亚冠小组赛G组 大阪樱花VS
广州恒大
北京时间2月21日（大年初六）18点
●亚冠小组赛H组 上海申花VS
悉尼FC
北京时间2月21日（大年初六）20点
2月20日、21日， 亚冠联赛

将展开新一轮较量， 来自中超
—天 津 权
联 赛 的 四 支 球 队——
健、上海上港 、广州 恒 大、上 海
申花将与来自日本和澳大利亚
的 俱乐 部 捉对“厮杀 ”。此 番亚
冠新军天津权健和老将广州恒
大都将做客日本， 上海上港和
申花 将主 场 对阵 澳洲 劲 旅。 天
津权健能再次成为柏太阳神的
苦主吗？ 上海上港和上海申花
能把脱离“死亡苦海”的主动权
把握在自己手中吗？ 四场比赛
的时间都在晚饭时或者晚饭
后。

观视
浙江卫视：
打造“荧屏年夜饭矩阵”
记者从浙江卫视获悉，今
年该台没有加入“春晚厮杀”，
而是用一台“燃情贺岁夜”暨
《捉妖记2》全球首映礼拉开新
春狂欢序幕，旨在打造“荧屏年
夜饭矩阵”。 这台将于2月14日
播出的“贺岁夜”节目上，不仅
有梁朝伟、白百何、井柏然、李
宇春、杨祐宁等领衔的“捉妖天
团”帅气加盟，承载无数人青春
记忆的S.H.E以及“国民组合”
凤凰传奇也将带来各自的精彩
表演。
2月16日、19日，《王牌对
王牌3》和《二十四小时3》将在
浙江卫视欢乐“出牌”，展现高
能综艺感。 大型音乐猜评推理
节目《异口同声》也将于2月17
日晚在该台正式开播。
2月20日、21日晚，浙江卫
视的新春特别节目 《围炉夜话
-飙戏贺新春》，将邀请到周一
围、蓝盈莹、翟天临等十位《演
员的诞生》中的实力选手，一起
温暖畅聊，陪观众飙戏贺大年。
■记者 袁欣

近日，英国湖南同乡会、
英国湘籍同学会和英国湖南
商贸总会于英国国会成功举
办“2018湖南海外人才‘揽贤
引智’ 英国国会新春宴暨优
秀湖湘青年颁奖礼”。中国驻
英国大使馆教育处王永利公
参、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领事
部卢海田参赞、 英国女王副
官陈德梁先生应邀出席。
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英
伦各地的湖湘老乡160人，湖
南省委组织部、省侨办、省文
化厅、 省教育厅等均发来支
持贺电。 此次颁奖礼表彰了
何泽仪博士等七位各个领域
的在英优秀学子；新春宴上，
牛津大学首位大陆华人终身
教授傅晓岚作了湖湘文化主
题的演讲， 全英华人华侨中
国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刘凯博
士讲述了湖湘传奇人物郭嵩
焘先生的故事； 在随后的演
出中， 湖南名曲刘海砍樵等
节目赢得了阵阵掌声。
整个晚会洋溢着中华民
族尤其是湖湘文化自强不息
的浓厚氛围，大家纷纷表示，
要为伟大的中国梦而拼搏，
展示湖南人特有的品质，敢
为天下先，为祖国担当，为世
界领航。
■通讯员 林伊涵 记者 黄京

湘版好书榜
（2018年1-2月）
梁朝伟

观影
《红海行动》
向平凡英雄致敬
大年初一， 军事动作电
影《红海行动》将上映。2月12
日， 在影片中饰演军舰舰长
的实力派演员张涵予， 在微
博上发表了一封情真意切的
长文，追忆甲午海战历史，向
中国海军致敬。当天，电影还
发布了“春节不回家”特辑和
“
蛟龙突击队” 全阵容“合家
欢”海报。
这支特辑将镜头对准了
一些普通人，但他们却和保家
卫国的子弟兵一样， 在春节
期间仍坚守在各个岗位上，
守护万家团圆。 他们之中有
小区保安、医生、外卖骑手、
影院职员，也有消防官兵、民
警和军人， 他们都在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什么叫做“一家
不圆万家圆”。而海报中，“蛟
龙突击队” 全副武装集结于
军舰之上， 演绎着不一样的
“合家欢”。
2015年也门发生内战，
中国海军奉命执行撤侨任
务，《红海行动》 就改编自这
一事件。
■记者 袁欣

《艾约堡秘史》，张炜著
推荐理由： 一位巨富以良心对财
富的清算、 一个农民以坚守对失
败的决战、 一位学者以渔歌对流
行的抵抗、 一个白领以爱情对欲
念的反叛……茅盾文学奖得主张
炜直面财富激增时代， 再度反思
社会演进得失。
《中国蓝盔》，黎云著
推荐理由：记者前线实录，用
真实的笔触记录中国蓝盔的光辉
事迹，带你亲历中国维和行动。
《谢谢你迟到》，【美】托马斯·弗里
德曼著，符荆婕、朱映臻、崔艺译
推荐理由：《世界是平的》 畅销书
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新著，以慢
制快，破题世界格局。
《小人书 大人物》，林阳著
推荐理由：一览连画数十载，今读
此书仍少年。走近连环画大家，重
温小人书经典。
《你听，寂寞在电影里唱歌》，马欣著
推荐理由：作者写的是电影，更是
电影里新的、旧的，你的、我的、大
家的寂寞滋味， 从这些寂寞的人
生里找到共鸣和力量。
《噢，孩子》，商南花著
推荐理由：将对孩子、对教育、对爱
的理解深入浅出地融入生活的点
00”后家
滴，戳中当下
“
二胎时代”、
“
庭教育的痛点，富有时代的启迪。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