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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2日讯 第21届湖
南文物国际博览会今日在长沙
开幕。 本届文博会吸引了海内
外3000多名参展商、5万余名收
藏爱好者参加， 参展商品20万
件， 国家博物馆等省内外60家
博物馆、 纪念馆参会观摩并将
进行文物征集。

湖南文博会成为文物市场
晴雨表和风向标

本届文博会由湖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湖南省文物局主办，
湖南省文物总店、 湖南省文物
鉴定中心、湖南古玩城承办，设
有湖南省文物总店、 湖南古玩
城、湖南大麓珍宝古玩城、天心
阁古玩城、潇湘华天大酒店、小
天鹅戴斯酒店六个会场， 参展
单位2000家，包括文物征集、文
物捐赠、学术讲座、精品展览、
房间交易、会场交流等活动。

“本届文博会展会规模为
历届最大， 参展人数为历届最
多， 文物捐赠为历届最好。”湖
南省文物交流鉴定中心总经理
郭学仁介绍， 湖南文博会不但
是一个全国性文物交易交流的
重要纽带， 也正在逐步成为省
内文物捐赠的重要平台。 湖南
文物国际博览会从2009年开始
已经连续举办10年20届， 总销

售40亿元，实现交通、住宿、餐
饮、购物、娱乐、观光等带动效
益240亿元，在全国具有良好影
响， 成为了文物市场的晴雨表
和风向标。

现场文物捐赠
填补博物馆收藏空缺

在文博会开幕式现场还举行
了文物捐赠仪式。 来自民间的11
位收藏人士等向湖南省博物馆、
株洲市博物馆、湘潭市博物馆、邵
阳市博物馆、 永州市博物馆捐赠
历史文物142件（套）。 这些文物
“湘”气扑面，具有鲜明的湖湘文
化特色，具有比较重要的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如李天然捐赠的唐
代长沙窑瓷塑动物玩具年兽和喜
鹊，生动活泼逼真，其捏塑技术神
形兼备，十分娴熟，反映了长沙窑
工匠很高的审美情趣和工艺技
巧； 有的还填补了博物馆的收藏
空缺，据悉，长沙窑烧造的瓷塑动
物玩具，式样之多，在唐代诸瓷窑
中绝无仅有。

捐赠文物的收藏家卢运全
表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把
文物捐赠给博物馆， 让更多人
欣赏到文物，在我看来，是文物
最好的归宿。我将一如既往，继
续无偿向博物馆捐赠文物。”

■记者 吴岱霞

本报2月22日讯 由林
孝谦执导，陈意涵、刘以豪主
演的年度最催泪爱情片《比悲
伤更悲伤的故事》， 今日片方
发布“唯一的吻”版先导海报，
同时曝光一组主演剧照。

电影讲述了一对同居不
交往的男女跨越十余年的感
情羁绊， 两人的故事虐哭万
千情侣、赚足观众眼泪。

片方最新发布的先导海

报中， 女主宋媛媛（陈意涵
饰） 和男主张哲凯（刘以豪
饰） 相拥而吻， 气氛格外甜
蜜。 电影虽然充斥着悲伤的
气氛， 但却极其适合情侣一
起观看。 不少情侣看过后表
示：“想要奋不顾身地好好爱
一场，未来充满未知，更应该
格外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分
每秒”。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本报2月22日讯 敲黑板，
又到了“双红会”时间。北京时
间24日22时5分，在英超第27轮
中，“红魔” 曼联将于老特拉福
德主场迎战“红军”利物浦。目
前曼联望保第四， 利物浦欲争
第一，而且对曼联来说，他们绝
不想看到利物浦拿到联赛第19
冠，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拼
命赢下利物浦， 可以预见利物
浦将遇到怎样一支战斗力爆棚
的曼联。

本周日的比赛是双方本赛
季的第二次交手， 在第一轮碰
面中， 利物浦凭借全场恐怖的
36脚射门以及沙奇里的梅开二
度，最终3:1战胜曼联。不过，现
在的利物浦当然清楚如今的曼
联已经不是两个月前的曼联，
所以本场比赛红军肯定会拼尽
全力拿到三分。

曼联自从新帅索尔斯克亚

上任后， 目前在联赛中未尝败
绩，取得了8胜1平，拿到了25个
宝贵积分，强势杀入前4。虽然
在前几天的欧冠1/8决赛中，曼
联在主场不敌大巴黎， 痛失好
局， 但紧接着他们客场拿下切
尔西，球队迅速回血。

再看看“红军”这边，从纸
面实力上来看， 当前的利物浦
还是要稍强于曼联整体。 尤其
是后防线上，“红军” 后场大将
范迪克尽管在欧冠停赛， 可并
不影响荷兰人出战“双红会”。
而且利物浦对这场胜利的渴望
更加急迫， 因为目前在少赛一
轮的情况下，和曼城积分相同，
排在联赛第二位。 这可是近几
年利物浦距离英超首冠最近的
节点，尽管联赛还剩下十几轮，
这可能也会成为最终夺冠道路
上的关键赛事。

■记者 叶竹

国际篮联官网22日更新了
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12人
大名单， 此前曾效力于NBA火
箭队的周琦领衔， 来自八一队
的雷蒙增补入选。

本届国家队成员以年轻球
员为主，平均年龄只有24岁，国
家队“老熟人”易建联、郭艾伦
和周鹏等并未入选。

12人名单如下： 方硕、赵
睿、周琦、陈林坚、刘志轩、阿不

都沙拉木、于德豪、雷蒙、郭昊
文、翟晓川、付豪、吴前。

根据世预赛第六个窗口期
的赛程安排， 中国男篮将于北
京时间2月23日迎战约旦队，随
后将于北京时间2月24日对阵
叙利亚队。

作为2019年男篮世界杯东
道主，中国队自动晋级8月底开
赛的这一篮坛盛事。

■据新华社

本报2月22日讯 公布
了新阵容后，昨日，浙江卫视
新一季《奔跑吧》 开启了录
制，兄弟团新阵容集结亮相。
李晨、 杨颖、 郑恺三位老面
孔，搭配新成员朱亚文、王彦
霖、黄旭熙、宋雨琦组成全新
兄弟团阵容， 为节目带来全
新包袱与看点。

记者从节目组获悉，本
次录制的一期是音乐主题，
“跑男”兄弟团七位成员在事
先不知道的情况下蒙眼被带
到一个场馆，分成红、白、蓝

三队进行对决。 其中红队为
李晨、朱亚文，白队为杨颖、
王彦霖，蓝队则是郑恺、宋雨
琦、黄旭熙。李晨、朱亚文组
队在现场跳起了东北大秧
歌；郑恺和黄旭熙、宋雨琦这
一组，话不多说就“尬起舞”
来； 酷爱唱歌的杨颖这次遇
上了拥有音乐天赋的“鬼才”
王彦霖，二人合作的“高音进
阶三部曲” 表演完全放飞自
我， 被网友惊叹：“偶像包袱
去哪儿了？真的是太拼了！”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本报2月22日讯 上周，
《王牌对王牌4》致敬春晚，人
气、 收视再创新高。 今晚9:
10，“王牌家族队”与“开心麻
花队” 在春晚老搭档赵忠祥、
倪萍设置的关卡下，开启更为
爆笑的“春晚金话筒”之争。

从2015年最大黑马《夏
洛特烦恼》，到去年暑期档豪
取25.48亿票房的《西虹市首
富》，舞台剧出身的开心麻花
已经在国产电影江湖闯出了
一片天，“笑果”有目共睹。而
王牌家族则在节目中用饱满
的情绪、风趣的表达，为观众

和嘉宾奉上无限的欢乐能
量。现场，两队互拼，其中，倪
萍、 关晓彤接连上演的即兴
哭戏打动全场。 在“好戏连
台”环节，贾玲作为主演，其
余嘉宾不仅要扮演指定的人
物身份说出春晚金句， 还需
要在一分钟内完成即兴哭
戏。节目中，面对贾玲的无厘
头的表演， 倪萍竟完美入戏
轻松落泪， 引得搭戏的贾玲
直呼：“倪萍老师真厉害。”值
得一提的是， 关晓彤此次也
一展自己的哭戏功底。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四对夫妻录《妻子2》

章子怡想
“传递幸福感”

“红魔”能挡住“红军”吗？

国际篮联更新世预赛中国队名单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发布海报

新一季“跑男”开录

倪萍挑战即兴哭戏

本报2月22日讯 《妻子的浪
漫旅行2》昨日正式播出，四位妻
子前往美丽的长白山开始第一站
旅程。 汪峰章子怡夫妇的贴心温
存、“仙靓”夫妇的相爱相杀、双包
夫妇的患难与共、“买嘉秀” 夫妇
的高甜互动吸引观众关注。

章子怡汪峰夫妇是一对典型
的事业型夫妻， 两人都在各自的
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一旦
回归生活， 他们也会是一对普通
的温情小夫妻。 章子怡会在视频
聊天时撒娇调侃， 汪峰也会为她
准备“半开裆”式保暖服。而结婚
多年的模范夫妇袁咏仪和张智霖
夫妇， 尽管他们会以互黑互怼为
生活乐趣， 但他们彼此的爱情真
理便是：相互包容，点到为止，一
旦袁咏仪提出“送命题”时，张智
霖也会“求生欲”满满地给出最好
回答，如此合拍也让网友表示：仙
靓夫妇不仅是郎才女貌， 也是天
生一对。

为什么会参加这档节目？四
对夫妻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包
文婧和张嘉倪想通过旅行来“取
经”获得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方法；
袁咏仪则是表示旅行能够带来更
多快乐，打破夫妻间的所有“理所
当然”，对彼此心怀感激才能每天
都更多爱对方一点； 而章子怡则
认为这个节目是一个能够“传递
幸福感” 的节目，“它有一种幸福
感，最终会让很好的夫妻，让他们
的关系变得更好， 谁不愿意让自
己的家庭和婚姻越来越稳固、越
来越强大， 我也有这样一种渴
望。”在她看来，“当嫁了人，做了
母亲以后， 你同样可以拥有自己
的生活， 快乐、 事业这些是并行
的，这种幸福感和正能量，应该感
染更多的人。”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第21届湖南文物国际博览会开幕

20万件参展“宝贝”等你来

“买嘉秀”夫妇高甜互动。

汪峰章子怡夫妇贴心温存。

“仙靓”夫妇相爱相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