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5日晚，第八届“中国
移动和4G杯”省直机关篮球赛
第一阶段小组双循环赛已经结
束，25日晚，第二阶段小组同名
次赛也全面开打。

本届赛事新设立的全明星
赛将于6月7日在湾田正式打响，

湾田国际建材总部基地将安排
专车接送所有全明星运动员及
亲友团。目前，全明星的网络评选
正火热进行中，大家可以登录湖
南省篮协官网投票支持自己喜
欢的选手。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潘梁平

省直篮球全明星赛6月7日开打

国内首档明星恋爱真人
秀节目《如果爱》25日晚于湖
北卫视黄金档首播。

节目里，柳岩、张俪、韩
国组合miss�A成员王霏霏3
位不同款型大美女， 携手韩
国组合2PM成员黄灿盛、孙
坚、萧亚轩前男友王阳明3位
型男，勇敢寻爱；节目外，全
国观众一同见证他们从相
遇、相知到相恋，终结单身的
全过程。

韩国人气偶像尼坤在节
目中现身， 引得粉丝惊叫连
连。 在节目中担任亲友团的
尼坤（2PM），为2PM队中的
弟弟黄灿盛寻觅良缘。 极力
给弟弟和心仪对象制造机
会，堪称最称职“红娘”。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吴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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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晚，湘籍
著名音乐家谭盾将回
到长沙，为家乡人民献上
一场超高水准的音乐会。
这次，“不走寻常路” 的谭盾
将携手费城交响乐， 以微电
影交响诗的形式把江永女书
搬上舞台。5月26日下午，谭
盾提前亮相新闻发布会，和
主持人汪涵开策。

星城长沙，各类明星发布
会不少，但能请得动汪涵做主
持的却不多见。“我是主动要
求来免费主持这次发布会
的。” 一开场， 汪涵就抢先开
策：“本次主角谭盾是我老乡，
他来参加我们节目也是免费
的。” 一番话笑得谭盾合不拢
嘴。现场，除了两位湖南老乡
“打嘴仗”让气氛相当活跃，竖
琴演奏家伊丽莎白·海伦的精
湛演奏更让听众陶醉，“伊丽
莎白是女书的女儿，来自湖南
江永的女书传人是女书的妈
妈。” 谭盾如此介绍这一段因
女书产生的中外缘分，汪涵也
不忘捉弄这位老乡：“你就是
女书的儿子。” 对此， 谭盾表
示：“音乐是共同的语言，女书
不仅是湖南的， 更是全世界
的。”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名

慧 实习生 杨瑾珍

高圆圆赵又廷婚期将近？

每次出现必被问结婚大事
的高圆圆和赵又廷看来要动真
格的了。

26日下午，有网友在网上
曝光了一组赵又廷与高圆圆在
巴黎拍摄婚纱照的照片， 并附
言：“今天赵又廷和高圆圆在巴
黎圣心大教堂拍婚纱照！”照片
中， 西装笔挺的赵又廷从背后
搂住高圆圆，亲吻其长发，而高
圆圆穿着白色紧身婚纱， 身材
曼妙，凹凸有致，笑容甜得能腻
死人，好一副幸福人妻样。

当然，身为艺人的他们穿着
婚纱未必就是在拍婚纱照。不
过，既然高圆圆的宣传肯定表示
这不是拍杂志写真，但又拒不回
应其他事宜，照着娱乐圈通常不
回应即是默认的路数，这两人的
好事估计是八九不离十了。送祝
福之余，也许粉丝们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他们之间不会被拍到
类似下面这位的画面了。

李心洁老公出轨被抓包？

同样是秀恩爱， 一边是喜
事，一边是悲剧；同是被偷拍，
金像奖及金马奖双影后在身的
李心洁可就苦涩多了。

自从2010年嫁给导演彭
顺之后，李心洁减少电影拍摄，

安心在家相夫教女， 这女儿还
是彭顺前妻的女儿。谁知，背着
家里的贤妻良母， 彭顺却在外
面大肆“偷吃”。25日，彭顺被
拍到与比他小22岁的嫩模李
悦彤偷会的亲密照， 令一众看
客大跌眼镜。

究竟是娱乐圈里渣男太多
还是诱惑太多？ 为什么放着家
里这么好的女人不好好珍惜，
非得去外面找那些不知是看上
你人还是钱或是权的小三们，
一声叹息， 真是又一朵鲜花插
在了牛粪上！

王菲曾与W姓男星地下情？

比起上面两条“有图有真
相”的消息，王菲被曝离婚前后
曾与W姓男星地下情的消息
似乎一下就弱爆了。不过，天后
出马闹绯闻， 大家怎么着也得
捧个场啊。

据悉， 这位W男星与王菲
年纪相仿且英俊潇洒， 还曾参
加过嫣然天使基金晚宴， 更表
示过很欣赏王菲的才华和歌
曲。这不，网友们纷纷找人，从
王志文、 吴秀波到王宝强猜了
个遍，更有人又把“帮汪峰上头
条”的话题刷上了台面。可惜W
究竟是谁，估计除了菲姐，就只
李亚鹏知道了。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名慧

5月24日， 在中甲第11轮比
赛中，湖南湘涛队在客场以0∶3不
敌领头羊石家庄永昌队， 在积分
榜跌至第五。

本场比赛，湘涛队运气不佳。
赛后，湘涛主帅张旭无奈地表示：
“上半场我们机会不少，但是比赛
里的意外太多了， 先是有主力球
员受伤， 我们这场比赛新使用的
门将下半场又受伤了， 再加上一
张红牌和一个乌龙球， 不仅打乱
了我们赛前的换人部署， 而且改
变了比赛的进程。 我们报名的三
名门将已经伤了两个， 接下来的
比赛非常困难。”第24分钟，聂凌

峰受伤被刘帅换下； 第58分钟主
力门将邓子豪受伤，董建宏上场；
第65分钟， 谢维超踢倒金德时期
的队友高增翔累积两张黄牌被罚
下；第83分钟，曹国栋解围不慎乌
龙。这样的节奏湘涛0∶3输球就不
奇怪了。

不过尽管湘涛队遭遇两连
败，但球迷依然无条件支持球队，
球迷“乡里老表不洗澡”说：“输再
多也无脑支持，湘涛加油！”在三
湘华声主办的湘涛红牛比分竞猜
中，仅有几名球迷猜中比分，通过
抽取， 李明和王忠喜各获得红牛
饮料湖南分公司提供的红牛饮料
1箱； 球迷李剑彪获得红牛1件+
水壶1个的三连中大奖。而在本轮
趣味秒杀“谁将打进本场比赛最
后一球”的竞猜中，无人猜中。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涛

李心洁遇小三，王菲有地下情？
高圆圆赵又廷婚了？

有人出轨有人婚
有人欢喜有人愁

客场0∶3不敌领头羊
湘涛两连败，球迷称要“无脑支持”

王菲离婚前后曾与W男星玩地下情？李心洁的老公出
轨搭上嫩模被当众抓包？ 高圆圆赵又廷巴黎拍摄婚纱照，
婚期不远了？5月26日，娱乐圈八卦横飞，有人欢喜有人愁。

《如果爱》
周日开播

没有医保卡是麻烦滴，没有伊巴卡同样麻烦。
北京时间5月26日，在NBA西部决赛中，在球队总比

分0∶2落后的情况下，雷霆队大前锋伊巴卡强行复出，帮
助球队以106∶97击败马刺，将总比分追成1∶2，被中国
球迷称为“医保卡”的伊巴卡果然不负自己的名声。

伊巴卡是在西部半决赛对阵快船的第六场第三
节受伤的， 当时他就没有回到场上。 随后，5月17
日，雷霆官方宣布了伊巴卡赛季报销的消息。这名
主力大前锋缺阵也让雷霆束手无策，在西部决赛
前两场，雷霆第一场输了17分，第二场更是输
了惨不忍睹的35分。形势可谓摇摇欲坠。雷霆
坐不住了，伊巴卡也坐不住了，在第三场比赛
中，仅仅在宣布赛季报销9天后，伊巴卡强
行复出，帮助球队以9分的优势战胜马刺，
扳回一城。至少从前三场看，伊巴卡的作
用最少相当于26分。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涛

雷霆主场胜马刺
扳回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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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顺（左）与嫩模激吻被偷拍。 网友拍到高圆圆
和赵又廷拍婚纱照。

医保卡
为雷霆止血

省第七届钓鱼赛今日开幕
由湖南省体育局主办，湖南

省体育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湖
南省垂钓运动协会承办的2014年
“中国体育彩票杯”湖南省第七届
钓鱼锦标赛，于5月27日-29日在
常德澧县双龙乡大美生态家园
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及垂钓俱
乐部的37支队伍， 近150名钓手
将参加比赛。比赛项目为手竿钓

对象鱼和手竿钓混合鱼，分别录
取个人前六名和团体前六名。

湖南省钓鱼锦标赛是我省
最高水平的钓鱼赛事， 该项赛
事在提升我省垂钓运动竞技水
平、 培养选拔优秀选手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对推动我省全
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

谭盾回家乡
演奏“女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