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晚，精彩的世界杯1/8决
赛就要开场了。7月1日至3日，
“优冠体育·熊抱吧， 世界杯”
2018三湘都市报世界杯嘉年华
将在长沙市曙光798城市体验
馆库爱艺术空间举行， 球迷们
快去现场看球吃虾吧！

除了这些，我们还设置了竞
猜环节。6月30日， 法国VS阿根
廷，谁会开球呢？7月1日，虎童足
球俱乐部“德国队”VS“巴西队”
哪队小朋友会赢？7月2日， 虎童
足球俱乐部“中国队”VS“葡萄牙
队”，哪队小朋友会赢？

将你的预测发送给微信公
众号“三湘都市报”，每场比赛猜
对结果的前20名球迷，将会获得
大礼包，千万不要错过哟！

互动

球迷们，快来赢大礼包

扫一扫，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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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9日讯 荣宝
斋（桂林）拍卖2018年长沙春
拍将于7月13日、7月14日在
长沙温德姆豪廷大酒店预
展。 此次拍卖图录封面作品
为齐白石《双寿图》，作为明
星拍品它的市场热度将持续
保持， 成为此次拍卖一大亮
点。

将在本次长沙春拍中亮
相的《双寿图》为设色纸本，
立轴。 齐白石画桃多采用红
花墨叶的画法。 先用洋红泼
写硕大桃实， 渗以少许柠檬
黄， 红黄二色搭配得恰到好
处。再以花青、赭墨写出叶子
和枝干，后用浓墨勾勒叶筋，
设色浓重艳丽。 两只桃子掩
映在桃叶之中，疏密有致，颇

具藏露之妙。寿桃虽然仅有寥
寥数笔，却画出喜庆祥和的意
境， 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画
上有题识：“双寿，白石并篆二
字。 吾师陈少蕃题桃实句云：
华实各有三千年，何止万八称
寿考。白石又题。”

在北京保利2013秋拍中，
齐白石《花实各三千年》寿桃
画作以3450万元成交，此后其
寿桃类画作在匡时、九歌等拍
卖中均成为热点。《双寿图》此
前在1997年9月19日佳士得纽
约秋拍，2005年12月3日中贸
圣佳秋拍，2008年11月10日中
国嘉德秋拍和2011年11月11
日北京华辰秋拍等多次大拍
中均有亮相，且有出版记录。

■记者 吴岱霞

在短暂休息了一日后，6
月30日，2018年俄罗斯世界
杯将进入淘汰赛阶段。16强
的队伍出炉后，1/8决赛的对
阵也全部公布，可以看到，上
半区的竞争形势比下半区要
更劲爆。北京时间30日22时，
“高卢雄鸡”法国将在喀山与
“潘帕斯雄鹰” 阿根廷相啄，
率先点燃淘汰赛战火。

三湘都市报记者也将在
6月30日启程前往俄罗斯，为
大家带来世界杯现场报道。
到底是传统强队继续“雄霸”
赛场，还是黑马突出重围，16
强捉对“搏杀”后见分晓。

上半区
看“二鸟”之争谁将胜出

上半区的4场比赛分别
是乌拉圭对阵葡萄牙， 法国
对阵阿根廷， 巴西对阵墨西
哥，比利时对阵日本。下半区
的4场比赛分别是西班牙对
阵俄罗斯， 克罗地亚对阵丹
麦，瑞典对阵瑞士，哥伦比亚
对阵英格兰。从纸面来看，上
半区形势更难以预测。

本次世界杯1/8决赛的
上半区堪称“死亡半区”，汇
聚了葡萄牙、法国、阿根廷、
巴西以及比利时众多强队，
最受关注的比赛自然是“高
卢雄鸡” 法国与“潘帕斯雄
鹰”阿根廷互啄，这场比赛就
在本报记者抵达莫斯科时分
进行。 北京时间6月30日22
时，1/8决赛的首场比赛就是
一场彗星撞地球的对决，由
身价最高的球队———法国对

阵身价最高的球员———梅西领
衔的阿根廷。两队相遇，谁能率
先解决进攻不畅的问题， 谁就
能占据主动。

此外，北京时间7月1日凌
晨2时， 乌拉圭与葡萄牙的对
决， 也可以视为苏亚雷斯与C
罗的神锋PK； 巴西对决墨西
哥，又是一对老对手的相遇，有
了“战车”之鉴，巴西队肯定已
经有所防范。

下半区
看“格子军团”能否突围

相比上半区的强队云集，
下半区比赛显然要平淡一些。
北京时间7月1日22时，西班牙
队对阵东道主俄罗斯队， 整体
来看，西班牙晋级问题不大。

此外，克罗地亚对阵丹麦，
以及瑞典迎战瑞士都是欧洲球
队内部之间的较量。其中，小组
全胜的克罗地亚已被许多业内
人士看好， 只要正常发挥，“格
子军团” 克罗地亚应该可以轻
松过关。

瑞士和瑞典的对决恐怕将
是一场肉搏战， 两支球队都是
比较强硬的北欧打法， 在没有
了伊布以后， 瑞典主帅安德松
将这支缺少巨星坐镇的球队捏
合成了一个整体， 将这支瑞典
队粗糙的一面磨合得更加光滑
细腻。 而瑞士队在沙奇里的带
领下，攻击手段也是非常丰富，
两支球队实力接近， 鹿死谁手
恐怕要到最后一刻才能揭晓。
至于哥伦比亚英格兰， 悬念同
样不小。 ■记者 叶竹

实习生 王文文 刘希瑶

今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启程赴俄罗斯世界杯现场采访报道，今晚———

16强捉对厮杀，先看“二鸟相啄”

去长沙春拍看齐白石《双寿图》

本报6月29日讯 近日，腾
讯视频《拜托了冰箱》第四季迎
来收官之夜。节目中，主人公戚
薇展示了她的香水冰箱， 大谈
与老公李承铉、 女儿Lucky相
处的趣事， 戚薇的好友陈学冬
更是在何炅设置的唇妆考验中
显露了美妆方面的天赋。

陈学冬在参与《放开我北
鼻》 录制时照顾的两个小朋友
周嘉诚和单禹豪也来到了现场
找哥哥。王嘉尔爆料在《放开我
北鼻》里，小朋友们提出无理要
求的时候， 他和黄景瑜总是搞
不定，但只要陈学冬出马，小朋
友就会马上乖乖听话。 陈学冬
还会吓唬小朋友“再不听话就

把小猪佩奇冲进马桶”。
从打开嘉宾的冰箱畅聊人生

的酸甜苦辣，到制作出一份美味的
料理，《拜托了冰箱》第四季与观众
建立了紧密的情感联系。 节目以
“冰箱”为探讨生活的切口，不断挖
掘出一个又一个温情的故事，以此
展现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态
度，引发了大众的情感共鸣。

除此之外，《拜托了冰箱》第四
季透过嘉宾们折射出的“冰箱生
活学” 也是当代人生活状态的缩
影， 一个人也会认真料理生活的
马天宇、 喜欢带着善意讨好别人
的王大陆、 用美食治愈烦恼的张
歆艺……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王文文 刘希瑶

《拜托了冰箱》收官，传递“冰箱生活学”

连连看

本报6月29日讯 由姜文导
演，姜文、彭于晏、廖凡、周韵主
演的电影《邪不压正》即将于7
月13日全国公映，今日，影片发
布了终极预告。

短短两分钟，伪装、博弈、激
战、生死尽在其中，血光四溅、炮
火围城。初看，围绕李天然（彭于
晏饰）的疑云逐渐明朗。

据悉， 高晓松十年前曾争取
过《侠隐》的原著版权，得知被姜
文买走后“破涕为笑”，因为“姜文
拍肯定比我拍得好看多了”。近
日，他自曝成为该片首位观众，在
微博大赞姜文是“逆生长”：“50多
岁的他拍《邪不压正》，满屏荷尔
蒙飞溅”。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王文文

彭于晏上演“复仇记”

“少年团”挑战职场型男
本报6月29日讯 6月30日，

浙江卫视《高能少年团》第二季将
播出第十期节目。 两个月以来，
“少年团”通过一次次的职业体验
和高能挑战实现了自我突破，而
本周更将有大批来自民航、特警、
篮球队的职业型男加盟。

本期节目中张一山、 王大

陆、陈立农、“小鬼”王琳凯、张大
大、王博文六位少年面对这有史以
来最大规模的素人“男子天团”的
挑战，并没有胆怯，而是欣然应战，
用体力和智慧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也让观众看到了娱乐节目与青春
励志成长内容结合的全新尝试。

■实习生 王文文 记者 袁欣

本报6月29日讯近日，动画
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
俄罗斯奇遇记》发布电影同名推
广曲《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MV。

本次推广曲改编自跨越23
年的旋律———央视动画片《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主题曲，
并由“新晋老爸”黄晓明倾情演
绎。他表示，歌曲最吸引并打动
他的一点， 就是诙谐中体现朴

实温暖的歌词。 最有代入感的便
是“最难忘的回答，你叫我第一声
爸爸，陪你慢慢长大，带着梦想一
起出发”一句，让他眼前瞬间浮现
初为人父的种种画面。

据悉，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
头爸爸3：俄罗斯奇遇记》将于7月
6日全国上映，新电影伴随着全新
剧情和升级制作， 有望带给观众
不一样的体验。

■实习生 王文文 记者 袁欣

黄晓明打造爸爸“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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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中国》。 用18个专题以时间为主线串联起马克思的生
平、著作、思想及其对近现代中国发展进程全方位的影响。
《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为读者立体、深层次地了解马克思及其
思想精髓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半夏河》。以“少年大鱼儿”的视角，讲述申村的人文掌故、乡邻之
情和渐渐消失的乡风乡俗。
《亲历者说“氢弹研制”》。一部向半世纪前我国首颗氢弹研制历史
以及全体参与者致敬的图书。
《我们为什么要呼救》。汶川大地震幸存者李西闽讲述三个人震后
挣扎求生、战胜心理与身体伤痛的故事。
《穿越时空的价值印记———国学经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
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增强文化自信和价
值自信。

（2018年5-6月）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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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领衔的“潘帕斯雄鹰”阿
根廷，能啄赢“高卢雄鸡”法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