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岁古天乐首获金像最佳男演员
日前，第 37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刚刚落幕。
古天乐、毛舜筠分别凭借《杀破狼·贪狼》、
《黄
金花》拿下最佳男、女演员，许鞍华的《明月几
时有》收获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成当晚最大赢
家。另外，张艾嘉、游晓颖凭《相爱相亲》收获
最佳编剧。姜皓文、叶德娴分别凭借《拆弹专
家》、
《明月几时有》拿下最佳男、女配角。
《大佛
普拉斯》战胜《芳华》、
《战狼 2》，拿下最佳两岸
华语影片。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古天乐首个金像奖，
前不久的亚洲电影大奖是他首个电影奖项，而
这次的金像奖无疑是重要的一个。48 岁终获
最佳男演员，一向“黑脸”的他也难得展露笑容，
可见对于奖项的重视和欢喜。而今年的影后毛
舜筠，此前曾拿过最佳女配角，不过，内地观众
知悉她更多的还是作为哥哥张国荣的前女友，
加上《黄金花》未在内地上映，这次获奖的确算
小爆冷，让人惊喜。
▋新宇

“致敬时代”——改革开放 40 周年安徽书画 40 人展

征集记录时代的书画家 30 人
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
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勤劳、勇敢、智慧书写着
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故事。
这四十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
个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纪念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大
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书画艺术繁荣
发展，
《市场星报》、
《安徽画报》特举办《
“致敬时
代”——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安徽书画 40 人
展》，以此抒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历史性巨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展现安徽书画 40 年的创作成果，以实际行动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展览初定今年 8 月在合肥展出，举行开幕
式，邀请省市领导出席。经过专家评议，已经确
定展出赖少其、林散之、萧龙士、亚明、黄叶村、
吴
作人、
赵朴初等10位书画家作品。 同时向社会征
集 30 人。入征要求：
艺术造诣高，
深入传统，
功底
扎实，同时有时代气息。卓有社会影响。成就卓
越的中国书协、
美协会员，
资深艺术院校教授，
学术
带头人，
特殊题材领军人。报名截止日期 5 月 30
日，
联系电话：
18226629388（江老师）。 ▋周良

皖将董智景入选亚运男手名单
星报讯（记者 江锐） 近日，中国国家男子手球队
公布了出征今年印尼亚运会的球员大名单，安徽球员
董智景榜上有名。
根据《中国手球协会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选拔
和监督办法》的规定，男手国家队对参加亚运会大名
单进行了公示，大名单 35 名球员分别来自江苏、上
海、北京、天津、山东、广东、安徽等代表队，其中江苏、
北京是输送大户，各有 8 名运动员入选。
董智景是安徽男手一名新秀，曾入选国青队参加
亚洲青年男手锦标赛，去年入选中国男子手球国家队
俱乐部龙队。

卢靖姗加盟开心麻花电影
喜剧合作引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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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江锐） 经过 4 天的激烈角逐，
2018 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近日于浙江省江山市落
幕。在 90 公斤以上级比赛中，安徽名将孟苏平以 181、321
公斤拿下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冠军。
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是每年举行一次的规格最高、实力
最强的举重赛事，今年吸引来了全国 24 个单位的 287 名运动员
报名参赛。最后一个项目是女子 90 公斤级以上的争夺，奥运
会、全运会双料冠军孟苏平抓举 140 公斤的成绩很高，仅比全运
会夺冠时少了 2 公斤，但年轻的“00 后”福建选手李雯雯以 141 公
斤逆袭摘金。不过，孟苏平在挺举中展现出老将的沉稳，最后以
181、321 公斤拿下挺举和总成绩冠军。李雯雯和北京选手贾蔚
鹏分获总成绩亚军和季军。值得一提的是，孟苏平的这一成
绩比她两年前参加里约奥运会 75 公斤级并夺冠时的成绩
提升了不少，当时她夺冠的成绩是抓举 130 公斤、挺举 177
公斤，总成绩 307 公斤。
2018 又是亚运年，说起亚运会，孟苏平曾有一个“伤
口”。8 年前的广州亚运会，初出茅庐的孟苏平获得了参赛机会，但当时
她大赛经验不足，在抓举领先的情况下输给了韩国名将张美兰，屈居
亚军。4 年前的仁川亚运会，孟苏平在国内选拔中不敌队友周璐
璐，没有获得参赛机会。因此今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孟苏平
将向自己的首枚亚运金牌发起冲击，力争实现奥
运会、
全运会、
亚运会
“全满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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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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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吴笑文） 日前，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举行开幕式，
开心麻花第四部电影《李茶的姑妈》剧组
亮相开幕式红毯。揭开了
“姑妈”
的面纱，
卢靖姗搭档
“麻
花笑将”
令不少人意外，
这样的组合既新奇又亮眼。
电影中，李茶的姑妈拥有众多财富，因为李茶的
订婚仪式而聚首的一群人都在觊觎着姑妈的财富，一
场由金钱、谎言引发人生错位的爆笑故事由此展开，
姑妈堪称这个喜剧故事的源起。面对记者提问“李茶
的姑妈”是谁时，卢靖姗霸气自认“我就是姑妈”。卢
靖姗坦言，非常开心第一部喜剧就是和开心麻花合
作，光是看剧本就一直在笑，自己也是从头笑到尾，相
信一定会给观众带来欢乐。
除了主创的颜值高，电影拍摄地的“颜值”也非常
高，全程在风景怡人的马来西亚拍摄。据悉，
《李茶的
姑妈》改编自开心麻花的同名爆款话剧，故事发生在
一座小岛上，为了营造出一个碧海蓝天的海岛风光，
剧组选择了马来西亚的兰卡威等地进行拍摄。卢靖
姗的新鲜加盟、马来西亚的异域美景，再加上开心麻
花一如既往的爆笑风格，电影《李茶的姑妈》9 月 30
日令人拭目以待。

要把生活写成歌
薛之谦榜中榜夺双奖
日前，薛之谦在第 22 届全球华语榜中榜中一举荣
获“内地最佳男歌手”、
“内地最佳专辑”两项重磅大奖，
成为当晚大赢家。当晚他以感言方式宣布，新歌将于
20 号左右发布，
用新作品作为感恩歌迷最好的方式。
出道十余载，薛之谦经过舞台的千锤百炼，歌声中
凝聚着人生的磨砺与成长。他说要“把生活写成歌”。
薛之谦近日又以专业音乐人的身份，加盟江苏卫视音
乐唱作真人秀《无限歌谣季》，和非专业“歌谣研修生”
搭档创作新音乐，在音乐节上共同表演。除了演绎音
乐，薛之谦亦将呈现原创歌曲从创作、编曲、录制到练
习的整个过程。
“半路出家”坚守音乐之路的薛之谦，对
爱音乐的新人感同身受，更注重“有感而发”和“音乐背
后的故事感”，提及对自己在节目中的期待，薛之谦诚
恳地表示：
“这次是要将自己作品创作的全过程完全曝
光在观众们面前，很新鲜也很有挑战，一定会把最精
髓最极致的作品展现给大家。”
▋新文

建立多元成才通道 恒大足校 2018 年招生大幕拉开

恒大足球学校 2018 年招生工作于 4 月 16 日全面启
动，计划面向全国招收 700 名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9~12
岁）学生。记者了解到，在 4 月 10 日中国足协公布的 5 个
年龄段国家集训队名单中，恒大 3 个梯队成建制入列，入
选队数全国第一。
不仅如此，作为恒大足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一环，
中国首个世界著名俱乐部参加的高水平国际青年足球赛事

“恒大 U17 国际足球冠军赛”
也将在 4 月 22 日落地广深。
“5+4+3”培养路径实现人才体系化成长
近年来，中国足协出台相关规定，要求未来每家职业
俱乐部都要有包括 U13、U14、U15、U17 和 U19 五级青训
梯队，今年还要求所有俱乐部梯队都参加青超联赛。
各个环节发力，全面深化足球青训体系改革已是大势
所趋。在国家青训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恒大足校也不断完
善自身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体系。
2012 年 9 月，恒大足球学校成立，在 5 年多的办学实
践中逐渐摸索出“5＋4＋3”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
“5”即 8~13 岁学生在校本部接受 5 年专业训练。
“4”
即每年选拔 13~16 岁优秀球员到西班牙海外分校深造 4
年。
“3”即海外分校球员 17 岁后，回国进入恒大俱乐部，参
加 3 年世界高水平赛事——“恒大 U17 国际足球冠军赛”，
为成为职业球员进行进一步淬炼和打磨。

业内人士认为，恒大足校“5＋4＋3”的人才培养体系
不仅符合中国足协目前在青训工作上“请进来、走出去”的
战略，也体现了创新精神和系统性。
办学 5 年成绩人才两方面均有建树
办学之初，恒大足校就确立了“振兴中国足球，培养足
球明星”的目标。恒大足校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
规模最大的新型足球学校，目前在校学生近 3000 人，被誉
为“校园足球先锋、足球学校典范”。2014 年 10 月，恒大足
球学校首家海外分校在西班牙开学，
目前在校生约 100 人。
办学 5 年多，恒大足校已获得国内外重要比赛冠亚季
军 100 多项，在 2017 年中超俱乐部精英梯队联赛等 11 项
全国核心青少年核心赛事中，就获得 2 个冠军、5 个亚军和
2 个季军，2018 年伊始，05 梯队又获得全国 U13 锦标赛冠
军；同时，恒大足校已累计为国青、国少输送人才 173 人
次，近百人进入恒大俱乐部梯队。
记者 张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