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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新民晚报报道，电信诈骗有多猖
獗？连明星也被骗中招！1月11日，新民网记
者了解到，内地知名女艺人汤唯在上海遭遇电
信诈骗，被骗走21万余元人民币。汤唯事后已
向松江警方报案，记者从警方获悉，警方已介入
调查。

记者了解到，目前汤唯正在松江车墩拍戏，
前天下午，汤唯接到电话后，被骗约21万元
人民币。发现被骗后，汤唯前往公安局报案。

记者看到，前天19时，新浪微博实名认证
为“交通银行松江支行职员”的网友@黑Y_Y是
聪明的nana 称，汤唯来交行办卡，本人好低调
好美。记者了解到，这是汤唯在被电信诈骗后
到银行办理业务。

新民网记者从松江警方处证实，1月11日
16时许，松江公安接被害人汤唯电话报案，自
称被电信诈骗21万余元。目前警方已经介入
调查。

本报讯（通讯员 吴珊雅 记者 陈
冬）1994年，凭借电视剧《过把瘾》一炮
而红的江珊出现在话剧《离婚了，就别
再来找我》的舞台上，成为明星演话剧
的第一人。不过，打那之后她就跟话剧
分别了 18年之久。18日、19日两晚，
她将携明星版话剧《守岁》来到闽南大
戏院，讲述一段关于亲情的故事。这场
演出，也将为闽南大戏院 2013-2014
年“厦门新年演出季”画上句号。

本报金门1月12日电（文/图 特派
记者 路鹏宇）时隔3年之后，金门马拉松
赛再破赛会纪录。1月 12日，第七届金
门马拉松赛举行，肯尼亚选手塞森·邦葛
依（2小时17分44秒）和爱蜜莉·沙慕依
（2小时39分10秒）分别获得男女全程冠
军。塞森·邦葛依还将男子赛会纪录提
高了1分 38秒，原纪录是他的同胞切鲁
斯2011年创造的。

塞森·邦葛依获得了20万元新台币
的冠军奖金和1万元新台币的破纪录奖
金，爱蜜莉·沙慕依获得了 10万元新台
币的夺冠奖金。

共有 18000 多名选手角逐此次赛
事，其中竞赛组（全程、半程和11.2公里）

3258人，现场报名参加5公里健康休闲
组的则有15000多人。

包括厦门大学体育部副教授黄力生
等人在内的300多名厦门选手也通过小
三通前往金门参赛，黄力生更是第一个
冲出起跑线，最终他以3小时20多分钟
的成绩完成比赛。厦门大学还获得了
2014两岸大学路跑竞赛的团体亚军，福
建师大获得季军，冠军被成功大学夺走。

值得一提的是，“厦门铁人”刘永仁
在74岁零5天之时在金门参加了他人生
的第 60 个全程马拉松。刘永仁是从
2003年厦门首次举办马拉松时开始参加
马拉松赛的，今年是他连续第5年参加金
门马拉松。

本报讯（记者 刘筠）军事竞技纪实
节目《超级女兵》上周播出首期后引发巨
大反响，首期节目中女兵们承受两公里

“武装泅渡”，一同在海中对抗两米高的
巨浪，整个过程艰辛又残酷。看过节目
的观众纷纷表示被女兵们坚韧不拔的精
神感动。

电视剧《特种兵之火凤凰》热播后，
女特种兵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军
事竞技纪实节目《超级女兵》，就将镜头对
准了74位90后女兵。不同于各种唱歌、
才艺选秀、搞笑等更具有娱乐气息的综艺
节目题材，《超级女兵》展现女兵们最真实
的军营生活和最真切的情感历程，以中国
海军南海舰队“南海天使行动”为背景，记
录女特种兵争夺南海舰队女兵最高荣誉
——“南海天使”的整个过程，也是全国首
次在电视节目中，公开揭秘女特种兵的训
练项目和比赛过程。

“无残酷，不青春”，
《超级女兵》把女兵、特种
训练、南海舰队等要素集
中在一起，引起了观众的
强烈反响，特别对男性观
众有着巨大吸引力。数据

显示，节目在江苏卫视和爱奇艺独家播出
的首期，男性观众在观众整体中的占比达
到史无前例的 94%，这一比例已经超过
《军情观察室》、《防务新观察》等传统男性
收视节目，展现出“黑马特质”。

本报讯（记 者 刘
筠）11日晚，浙江卫视《人
生第一次》第二季全国首
播，明星爸妈和孩子全家

总动员，在浙江丽水进行了
一次别样的生活体验。节目播

出当晚就引起了微博热议，昨天，独自带
女儿Cayla上节目的单亲妈妈钟丽缇接
受了全国媒体的微信采访，这位“辣妈”
有问必答，并表示《人生第一次》是她接
过的最好角色。

小女儿Cayla的综艺首秀让钟丽缇
异常兴奋，叫了很多朋友到家里，一边吃
火锅一边守着电视看节目。

“《人生第一次》是我最好的角色，可
以给观众看到真实的我，真的Christy（钟
丽缇的英文名）。因为我发现，有太多人
不了解我，有的人以为我是香港人，有的
人惊讶我怎么是加拿大人，也有很多人不
知道我有三个女儿。哪怕我演了很多的
角色，但那些角色演的是别人。”

虽然离过两次婚，钟丽缇仍然坚信
爱情，且期待着下一次婚姻：“我一直是一
个很浪漫的人，一直相信真爱，也一定不
会放弃婚姻。我之前离过婚，没办法控制
也不是我想要的，离过婚以后更了解自
己，我觉得自己很好，而且还很年轻，现在
的心态就是让婚姻顺其自然。”

本报讯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面对
748万余元的巨额罚款，张艺谋会不会
不认罚？前日晚，张艺谋新片《归来》剧
组方面人士向华西都市报记者透露，张
艺谋和陈婷夫妇已决定接受无锡滨湖
区计生局748万余元的罚款，不向无锡
滨湖区计生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诉讼。

张艺谋夫妇超生被罚748万余元消
息公布后，立即引起网友热议。对此，这
位剧组人士说，9日当天，张艺谋夫妇得知
罚款数额后，刚开始心中有些不服，打算
申请行政复议。但张艺谋担心如果这样
做，媒体会对此事没完没了炒作下去，影
响他的电影事业。于是，张艺谋决定认
罚，不申请行政复议，希望以此早日平息
这场风波，安心做电影。这位剧组人士
还透露，预计张艺谋会在马年春节前缴
清罚款。

金曲歌王乱弹阿翔
九年后再出新专辑

本报讯（记者 刘筠 通讯员 杜芸）
“金曲歌王”乱弹阿翔 11 日在台北
Legacy举办《破水而出》新歌演唱会及
专辑发行记者会，锻炼九年推出这张新
专辑，让期待已久的歌迷们兴奋不已。

乱弹阿翔出道17年获奖无数，其
中包括四次金曲奖、一次金马奖。在当
天的记者会现场，同在2012年夺得金
曲奖最佳女歌手奖的蔡健雅惊喜现身，
歌王歌后相见欢，蔡健雅特地送上一瓶
金装好酒预祝“音乐炼金师”乱弹阿翔
新专辑能再顺利夺金。

《破水而出》是一张以展现“海、天、
地间的生存样貌”为概念的音乐创作专
辑。

汤唯被骗21万
电信诈骗明星也中招

张艺谋认罚
春节前缴清748万元罚
款安心做电影

江珊来厦与您“守岁”
明星版话剧《守岁》周末上演

《守岁》票价：680元、580元、380元、
280 元、180 元、80 元；优惠套票：1500 元
（580元×3）/1000元（380元×3）。
闽南大戏院订票热线：400-880-2281；

官方网站：www.mndxy.org。
闽南大戏院地址：厦门思明区会展中心
北片区展鸿路87号。

演出季后，闽南大戏院将推出“马年
新春音悦汇”，从正月初四到正月十五，
推出四档别具特色的世界经典音乐会，
即“当古典遇上爵士——法国 Benoit
Stasiaczyk爵士乐队音乐会”、“来自郁
金香的问候——荷兰马兰多轻音乐团音
乐会”、“莺飞草长·爱的咏叹调——孙鹏
祥与诺娜·比拉德泽声乐专场音乐会”、

“情人之恋——丹尼斯·成浩浪漫吉他独
奏音乐会”。这四场演出，汇集了爵士、
轻音乐、探戈、美声、古典吉他等多种形
式的演出，推出一系列世界经典作品，将
给厦门人民送上新春佳节的诚挚祝福与
艺术惊喜。

其中，曾获得美国金曲大奖的荷兰马

兰多轻音乐团作为蜚声国际的最纯正轻音
乐团，将携奥斯卡金曲登鹭，他们准备了一
份“漂亮”的曲目单，囊括众多世界金曲，有
奥斯卡名曲《罗马假日》、有曼托瓦尼名曲
《月亮河》、《瀑布》；还有帕瓦罗蒂代表作《紫
色的天空》、《我的太阳》，更有中国名曲《南
泥湾》、《难忘今宵》等等。

2月14日恰逢正月十五元宵节与西
方情人节“双节”，被《La Musica 音乐》
评价为“目前韩国最优秀的吉他演奏家、
同时也是亚洲最优秀的吉他手之一”的
丹尼斯·成浩将带来一场古典吉他盛宴，
届时，众多著名电影主题曲如《十一月的
某一天》、《天堂电影院》、《辛德勒的名
单》等都将一一精彩呈现。

刚拿下金马奖三项大奖的导演高
群书，以《征服》“征服”了亿万观众，以
《风声》成就了票房传奇，此次担任《守
岁》监制是他首次跨界之作。作为自己
第一部参与制作的话剧，高群书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话剧是一种本真的
回归，更喜欢这种单纯的东西，不会去
选择手段繁复的，而是要老老实实，做
出本质的东西来。

《守岁》是台湾新一代著名导演李
宗熹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代表作，讲述
了大年夜母亲阿玲、女儿萍萍回到外婆
的家过年的故事。同一屋檐下，三个女
人间彼此的疏离和误解，一场风暴于此
展开，外婆在最后娓娓道出辛酸过往和
彼此的关爱后化解了一场风波。担任
该剧编剧兼导演的李宗熹，被誉为“台
湾新一代最具代表性导演”，在台湾话
剧界更有“上一代导演当属赖声川、新
一代导演当属李宗熹”的说法。

此外，超豪华的明星阵容也是本
剧一大亮点——有刚斩获华鼎奖都市
题材最佳女演员的江珊、韩国实力派演
员郑京虎、林兆华戏剧工作室演员张晔
子、国家话剧院演员李晔、影视明星郝
洋等。

《守岁》是2013-2014年“厦门新
年演出季”的压轴大戏。后天，英国四
大芭蕾舞团之一的NBT芭蕾舞团，将
携一部以纯正英伦范著称的《仲夏夜之
梦》登鹭，在闽南大戏院舞出莎翁的爱
情经典。这是英国舞团首次走进厦门，
得到了英国驻华大使馆的高度关注。
演出当日，英国大使馆将携手闽南大戏
院推出一场大师课堂，让观众免费观摩
NBT舞团芭蕾课，预留名额给观众报
名参与，报名热线0592-8065569。此
外，演出前还将有一个讲解环节，帮助
观众深入了解该剧。

明星阵容欢乐《守岁》

世界名曲荟萃拜年

温馨提示

300厦门选手
金门跑马拉松
■肯尼亚选手打破男子赛会纪录
■厦大获两岸大学路跑竞赛团体亚军

《人生第一次》第二季首播
辣妈钟丽缇：
这是我最好的角色

《超级女兵》
现黑马特质
镜头锁定90后女特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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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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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百态

本报讯 据新浪体育报道，昨晚，在
CBA联赛第二十四轮比赛中，八一双
鹿主场 91比 109不敌上海玛吉斯，遭
遇联赛四连败。在赛后的新闻发布
会上，八一队主教练阿的江首次亲
口证实，王治郅将在本赛季结束后
正式退役。

本赛季八一队战绩不佳，目前为
止 6胜 18负，37岁的王治郅场均出
战26分钟，为球队贡献15.5分和5.5个
篮板。本赛季常规赛共有 34轮，八一
队的常规赛还剩下最后 10场，考虑到
八一队目前的表现很可能会再次无缘
季后赛，因此这恐怕也将是王治郅在
CBA最后的10场比赛。本赛季是王治
郅为八一队效力的第 15个赛季，他见
证了八一王朝的建立，也目睹了铁军的
衰落。15年的坚持，终于到了要说再见
的时候，大郅的退役意味着一个时代的
结束，也意味着一种情怀的终结。

老男孩将告别
八一队主帅阿的江宣布，
王治郅本赛季后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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