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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下午! 云南昭

通市鲁甸县发生
&'(

级地震!已致
%&)

人遇

难
(

人失踪
*$+"

人受伤" 娱乐圈众星纷纷

在微博祈福!韩红发微博称#韩红爱心救援$

人员已经连夜起程赶往灾区救灾% 而张国

立&黄晓明&周杰伦等纷纷捐钱用于震区受

灾学生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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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们纷纷为灾区祈福!王力宏微博表

示'(为云南祈福%那里一直都是我心中的日

月% $何炅'(彩云之南!为你祈福% $大
,

'(祈

求上天保佑)求老天眷顾我们)灾难远离&永

保平安%$林俊杰则写道'(大家一起来帮忙!

鲁甸加油)$汪东城呼吁说'(云南挺住!为生

命让路% $

由于灾区连下大雨! 灾民缺粮缺水!黄

晓明得悉这一消息后!当晚即在第一时间通

过黄晓明的(明天爱心基金$捐出
-.

万元善

款!并将此笔善款拨付前线!用于购买遮雨

布和粮食!以此支持地震刻不容缓的黄金救

援% 现基金已经紧急启动救援行动!救灾工

作组已紧急赶往灾区!网友们对于黄晓明的

迅速反应给予了肯定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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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的情况牵动着云南青基会爱心大

使***(国立爱心基金$发起人张国立的心%

张国立&邓婕夫妇第一时间与云南青基会取

得联系!决定从(国立爱心基金$中捐出
".

万元人民币! 用于震区受灾学校的学生救

助%

$

月
/

日一早!张国立在得知灾情的最

新情况后! 当即决定再次追加
/.

万元汇至

灾区!并表示会随时关注灾情的发展%

0.-.

年
-0

月
01

日!张国立&邓婕夫妇

携手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建的(国立

爱心基金$ 正式在昆明启动% (国立爱心基

金$的服务宗旨就是要将善款用于弱势儿童

群体的生命救助!帮助在学习及生活方面面

临困难的孩子们! 抹去孩子们伤心的泪水!

还孩子们天真可爱的笑脸%并号召爱心人士

共同参与!呼唤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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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万元在云南盈江 (

1

+

-.

$

地震后第一时间到达灾区,

0.-0

年!

-..

万元救助
-..

名先心病患儿,

0.-1

年!

(.

万元救助
$.

名先心病患儿,

&.

万元帮助

饱受旱灾之苦的群众建水窖-.当身处困

境的孩子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国立爱心基

金$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为他们送去

温暖!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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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网站消息!周杰伦是

第一位通过该基金会为地震灾区捐款的明

星% 在惊悉鲁甸县地震之后!周杰伦马上通

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地震受灾同胞捐赠
(.

万元资金! 用于支持地震灾区的救援行动%

据悉!多年来!周杰伦长期与扶贫基金会携

手!共同支持灾区的救援与重建!从甘霖行

动到玉树地震 ! 及
/

+

0.

芦山地震 ! 截至

0.-/

年! 周杰伦通过扶贫基金会累计捐资

款项达到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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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由曹炳琨& 蒋欣& 刘莉

莉&莫小棋&潘虹&冯嘉怡&郭凯敏等实力演

员联袂出演的都市育儿家庭剧/二胎0将于

$

月
)

日登陆荧屏!以轻喜剧的方式!为观众

解读
$.

后的生育观及当代家庭的新格局%

作为我国首部聚焦(二胎$题材的都市

育儿家庭剧!/二胎0改编自天涯热帖(二胎

是个奢侈品$% (华妃$蒋欣此次首演都市辣

妈唐乔菲!剧中她有一个机灵可爱的儿子豆

豆!好老公林海生!更有严厉又不失慈爱的

妈妈!体贴的婆婆--突如其来的(二胎$打

乱了事业发展规划!(生还是不生$的终极命

题让唐乔菲左右为难%

对于剧中唐乔菲选择孩子舍弃事业的

做法! 戏外蒋欣深有感触!(选择确实无奈%

她的妈妈认为生二胎会影响事业& 经济&生

活质量以及家庭教育等各个方面! 不让她

生!所以她很矛

盾%但最终她遵

循了自己内心

的想法% $

周旋于妻

子&母亲和丈母

娘之间的林海

生受尽(夹板气$% 为说服(不生派$的丈母娘

潘虹! 曹炳琨在采访中也透露了秘诀!(剧中

有一段戏是林海生在醉酒后! 向潘虹老师表

决心!在被提到没钱怎么养孩子的时候!他说

了一句台词1哪怕我就是去非洲打工!也要养

活孩子2!让我觉得这个角色很男人) $

剧中除(二胎族$蒋欣&曹炳琨之外!还有(丁

克族$莫小棋&冯嘉怡!青年演员高露饰演(心机

小三$!以及潘虹&刘莉莉&郭凯敏&高宝宝等老戏

骨演员组成的(抢孙战队$%剧中(战斗$屡屡引发

笑点% 气场强大的(南方婆婆$潘虹!与蒋欣再

度饰演母女!强势(霸占$外孙!引起了(北方妈

妈$刘莉莉的极度不满%潘虹表示!(大概因为我

是上海女人的关系!从小就知道要强!也知道凡

事不能靠男人!都要自己来%这些人生体悟也就

不自觉地带到戏里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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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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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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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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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斯坦科维奇杯

篮球赛
$

月
/

日落幕!中国男篮以
)/

比
($

战胜安哥拉队获得季军% 尽管没能挺进决

赛! 但年轻的中国男篮还是赢得了外界认

可***这届国家队!没有绝对核心!但是一

到关键时刻!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换句话说!

球队没有核心!却人人都是核心%

在本届斯杯开始之前!外界几乎没有人

看好这支年轻的球队% 特别是孙悦&王仕鹏

等一众老将缺席!头号球星易建联也高挂免

战牌!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新男篮!到底谁

才是核心3 究竟谁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3

究竟是斯杯第二场最后
&

秒三分绝杀俄罗

斯的李晓旭3还是在中欧对抗赛中扛起大梁

的郭艾伦3又或是拥有良好脚步的新生代内

线力量王哲林3 然而!主教练宫鲁鸣给出的

答案却是'(我们没有核心% $

新一届中国男篮以年轻球员为主!没有

谁是叱咤风云的大牌!换句话说!谁发挥好!

谁就能获得更多表现机会!这也打破了原先

靠球星&靠老队员个人能力撑台面的固定套

路% 虽然现在的中国队没有了王仕鹏&朱芳

雨&孙悦等大牌!但无论是曾经的蓝领球员李

晓旭&角色球员周鹏!还是小字辈的潜力新秀

王哲林&郭艾伦&周琦!在场上都有了尽情发

挥的空间!他们的表现也确实值得期待%

中国队年轻队员多!虽然存在经验不足&

技战术还不成型的缺点!但是这支球队的良

好气质却值得肯定'(宫家军$ 不软 4不怕对

抗5&不喘4体能出众5和不散4团结一心5!有

一股和
-22&

年杀入亚特兰大奥运会八强那

支中国队相同的拼劲与韧性% 而在宫鲁鸣看

来!在新鲜血液不断涌入国家队后!大家都站

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正是中国男篮快速提升&

不断进步的最好时机!竞争上岗带来的良性

氛围!足以让这帮年轻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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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

动管理中心
$

月
/

日与安踏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在总局训练局体操馆内签约%

安踏是中国奥委会的合作伙伴!除了为

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全套领奖装备和生活

装备外!还已经与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拳跆运动管理中心开展全面

合作!为各中心麾下的所有国家队提供专业

比赛服和训练服%

据介绍! 安踏与体操中心达成的全面

战略合作! 不仅包括为中心下属的体操 &

艺术体操& 蹦床在内的运动队提供专业比

赛服和训练服! 安踏还将积极参与 (体操

进校园$& (快乐体操$ 等推动体操发展的

系列活动! 提升体操在全民健身事业中的

影响% #温涛$

中国队夺得斯杯季军%

新秀郭艾伦#右$表现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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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在世界女排大

奖赛意大利站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与东道主

苦战五局!且决胜局出现了两个争议球!中国

队最终败北!只名列本站比赛的第三名%

此役中国队首发阵容是主攻惠若琪&朱

婷!副攻徐云丽&杨臖菁!接应曾春蕾!二传

王娜和自由人单丹娜% 意大利队老将为主!

经验丰富!首局开始就占据上风!

3(

比
-$

先

拔头筹% 第二局郎平起用不满
-$

岁&

0

米
+-

的副攻袁心癑% 小袁的上场加强了网上优

势!中国队
0(

比
-$

扳回一局% 此后意大利

队再胜一局!中国队则顽强地将比分两度扳

平!双方进入决胜局% 然而决胜局连续出现

了两次有利于意大利队的争议判罚!主教练

郎平也和裁判进行了交涉依然无果!此后中

国队阵脚有些乱!结果
-+

比
-(

失利% 最终

中国队
0

比
1

负于意大利队%

中国队在结束了本场比赛后!将转战香

港! 与意大利& 泰国和日本继续进行争夺%

#刘旭辉$

周杰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