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锦赛进入一周倒计
时，你准备去现场观战吗？9
月15日，2015国际篮联亚
洲篮球锦标赛倒计时暨签
约授牌仪式在长沙举行，
赛事组委会为赞助商及赛
事接待酒店签约授牌，并
启动了男篮亚锦赛倒计时
球。据悉，中国男篮将于16
日中午抵达长沙，提前一周
进行适应训练。

在仪式现场，组委会
副主任、省体育局局长李
舜介绍了男篮亚锦赛筹
备工作，“组委会按照亚
篮联要求进行了精密安
排和部署， 万事俱备，只
等开赛。” 此次亚锦赛作
为里约奥运会的选拔赛，
将会有16个国家和地区
在这里展开激烈的角逐，
争夺最终的晋级名额。而
在家门口比赛的中国男
篮也成为观众瞩目的焦
点， 中国队对战新加坡 、
韩国的两场比赛将分别
于9月23日、9月24日晚7

点半的黄金时间进行，让
更多的观众朋友为中国
男篮加油助威。而被誉为
“亚洲最强队” 的具有豪
华阵容的伊朗队也将在
23日首战日本，成为一场
备受瞩目的对决。 另外，
扬布拉德领衔回归的黎
巴嫩队为此次比赛的一
大看点，或为本届亚锦赛
的最大黑马。

记者从组委会票务
组获悉，本次赛事共62场
比赛， 分为33个售票单
元，9月23日至10月2日的
比赛以两场为一个售票
单元， 即每一张票能够观
看两场比赛。10月3日的
比赛则是每一场为一个售
票单元， 即每一张票观看
一场比赛。目前，小组赛中
国队的票已经基本售罄，
特别是中韩之战与中约之
战的门票早已是一票难
求，错过抢票机会的球迷，
可以挑选其他组别精彩比
赛观战。 ■记者 叶竹

9月15日， 湖南省湘剧院
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在长沙签
约缔结成为友好剧团， 双方将
着重从艺术创作、人才交流、市
场推广等方面展开合作， 此次
合作也是首开国内剧院团“牵
手”的先河。

据悉， 湖南省湘剧院与安
徽省黄梅戏剧院同为文化部的
“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
团”。省湘剧院院长、国家一级
演员王阳娟介绍，“比起湘剧，
目前， 黄梅戏的市场接受度更
高，演出平台做得更好，他们走
市场的路子非常值得我们学
习。希望通过此次合作，带动我
们古老的湘剧进一步走向市
场。” ■记者 吴名慧

“不管走到哪里，我还是
抽着长沙的烟， 嚼着湖南的
槟榔， 说着湖普（湖南普通
话）， 我的根在这儿。”15日，
主持人彭宇回湖南工作了，
不过，他这次不是当主持人，
而是拍电影。 与何炅合作的
《栀子花开》 票房大卖后，彭
宇又瞄准了《一家老小向前
冲》（以下简称《一家老小》），
他将与湖南经视一起把这部
方言贺岁片搬上荧幕。

离开湖南台后， 彭宇在
江苏卫视主持了多档节目，

如今，主持了10多年后，彭宇
又想挪挪了———由主持人挪
成了影视公司的董事长，成
为了老友们口中的“彭总”。

《一家老小》是彭宇进军
电影业以来策划的第二部
电影，之前彭宇曾在这部室
内剧中饰演老四，“这部室
内剧在湖南经视播到了一
千集，当时听到停播的消息
时， 内心很伤感， 一直想该
通过什么方式把它延续下
去”。

彭宇透露， 计划用35天

把《一家老小》拍成方言贺岁
片。 南方语言类节目难上央
视春晚， 就是北方观众不适
应。而《一家老小》有着浓郁
的地方特色， 而且拍的是方
言版， 全国观众会花钱看这
个？彭宇早已想到应对办法，
“我们会选择10至12个省份
的方言配音， 让各个省的观
众听自己的方言。故事方面，
也是选择能引起全国观众共
鸣的大事件，如炒股、生孩子
等。”

■记者 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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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星耀匹克 心
向全球’ 匹克体育2016年夏季
国际新品发布会暨霍华德见面

会”在福建泉州举行。发布会上，
匹克体育新签的国际篮球巨星
霍华德也亲临现场见证匹克实
现全方位的大丰收， 资金上与
建行实现强强合作， 赛事上携
手中国网球公开赛和武汉网球
公开赛两大权威赛事， 市场上
与新加坡代理商实现签约，品
牌传播上更与乐视实现共赢。

正如匹克集团董事长许景
南所说， 匹克一直是中国品牌

国际化的先行者。发布会当晚，
匹克再一次在银企合作上走在
前列。曾在中国品牌“走出国门”
过程中创造双赢局面的福建省
建设银行正式宣布与匹克合作
推出“匹克龙卡”。围绕该卡，匹
克将和建行一起为持卡用户提
供更加完善贴心的金融服务。

除此以外， 匹克也抛出国
际顶级赛事合作消息， 正式与
中国网球公开赛、 武汉网球公
开赛达成合作伙伴关系， 并与
乐视体育达成战略合作， 推广
全球热门的“SHAKE�RUN”。
至此，匹克已经掌握包括FIBA、

WTA在内的数十个国际级赛
事资源，体育帝国初见规模。

近年匹克国际代理商规模
也不断扩大， 除了来自斯洛文
尼亚、 以色列等国代理商老伙
伴， 匹克大家庭还迎来了新的
成员，新加坡SPORTS�LINK副
总经理林振江先生也来到泉
州， 现场与匹克集团总经理许
志华签署代理合同。未来，随着
新加坡等地区代理商规模的扩
大， 匹克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
升， 相信匹克在东南亚地区的
销售额有望迎来爆发性增长。

■潘梁平

继汤唯嫁给韩国导演后， 又一
女神刘亦菲也与韩星宋承宪因电影
《第三种爱情》生情。14日晚，宋承宪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与学生互动，
场内场外挤满了慕名而来的粉

丝， 当主持人问大家想带宋承
宪去长沙哪里玩， 粉丝们齐声
说“带回家”，可见宋承宪在长
沙人气爆棚。
在粉丝见面会上，宋承宪对同学

们大喊“刘亦菲”假装听不见，不过面
对记者时他还是很愿意谈女友。宋承
宪向记者透露，其实与刘亦菲很早之
前就认识，并不是因为在一起拍摄《第
三种爱情》，“2011年， 刘亦菲主演的
《倩女幽魂》在韩国首映，我就关注了
刘亦菲，她很棒，虽然年纪小，但是对
剧本领悟很快，演技比我好。”

宋承宪对女友赞不绝口， 谈到
自己却相当谦虚，“我演的一些角色
可能让很多观众喜欢， 但是角色是
角色，我是我，其实我很平凡，性格
也很内向。”现在真人秀风靡，不少
明星借此名利双收， 不过宋承宪没
有此计划，“平时， 我也很喜欢看真
人秀节目，觉得很好玩。不过，我自
己没有参加的计划，因为我不搞笑，
会连累到其他人。” ■记者 袁欣

15日，记者从“湖南省纪念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艺术名家作
品展”活动组委会获悉，由该组
委会发起的“挺直民族脊梁，再
造湖湘文化” 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征文活动正在进行， 截止
日期为2015年11月11日。活动
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湖
南省文化厅、 湖南省文史研究
馆等单位联合主办， 最后将评
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并
颁发相应奖金和证书。 作品请
寄： 长沙市雨花区黄土岭路26
号（原省广电）办公楼4楼或发
送 邮 箱 huxiangexhibi-
tion@126.com， 联 系 电 话
0731—82282928。

■记者 袁欣

匹克国际订货会力推多品类专业化发展线路
霍华德亲临现场鼎力支持

抗战征文活动启动

《一家老小》要拍方言贺岁片

湘剧“牵手”黄梅戏

因影片《三枪拍案惊奇》收益
分配问题产生纠纷，导演张艺谋将
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诉至法
院，索要分成款1500万元。该案已
于今年7月开庭，9月15日下午该案
宣判，北京朝阳法院官方微博发布
消息称，一审判令新画面影业给付
张艺谋影片《三枪拍案惊奇》分成款
1500万元。朝阳区法院也发布了关
于这起案件的相关查明情况，证实
张艺谋提交的证据有效，而新画面
公司却没能提供有效的证据。

法院表示， 在该案件中，《协定
备忘录》未对分成款支付时间做出
明确约定， 履行期限并不明确。根
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张艺谋的起诉
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新画面公司的
答辩意见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法
院不予支持。

该案宣判之后，张艺谋方面表
示不上诉， 新画面公司则当庭表示
上诉。 ■记者 薛琳

张艺谋获赔1500万
新画面将上诉

宋承宪：刘亦菲演技比我好

亚锦赛一周倒计时 一票可观两场赛

中国男篮今日抵长

易建联领衔中国男篮拍摄长沙路牌写真，信心满满地期待亚锦
赛重回巅峰。 Osports�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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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 人社部和中国文
联于9月15日下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联合召开笫四届全国中
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
大会， 授予54名文化艺术战线
杰出代表“全国中青年德艺双
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湖南
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杨霞成为湖南省唯一一名当
选者。

1994年省歌舞剧院排演的
舞剧《边城》引发轰动，被称为
“中国舞剧里程碑”，杨霞凭借对
“翠翠”形象的诠释，一举成名。

■记者 吴岱霞

杨霞荣获全国中青年德艺
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