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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体育

8

10

日，

2018

年女排世锦赛复赛第

3

轮角逐全面展开。对阵

7

连胜的卫冕冠

军美国，中国女排坚持冲击对手，拦防

表现上佳以

25∶17

、

26∶24

、

25∶18

获胜。

此役的胜利不仅终结了美国的连

胜之势、 打破了三大赛近

10

年逢美不

胜的尴尬， 而且中国队以

7

胜

1

负积

21

分升至积分榜次席。 即使末轮不敌俄

罗斯女排， 也将凭净胜局的优势力压

同获

21

分的对手， 因此中国女排提前

一轮锁定

6

强席位。

首局比赛，美国女排在追至

15∶17

后严重卡轮，中国姑娘连获

6

分将领先

优势扩大到

23∶15

，轻松赢下。 第二局，

美国改由巴奇和拉尔森搭档主攻，一

度以

23∶22

领先，但中国女排在朱婷和

颜妮的得分后以

26∶24

再下一城。 第三

局比赛中国女排一开始就取得

5∶1

，此

后更是以

18∶11

占先，并把优势保持到

最后。

此役中国的主攻朱婷斩获

19

分荣

膺得分王，接应龚翔宇拿下

14

分，副攻

颜妮贡献

11

分， 副攻袁心玥和主攻张

常宁同获

8

分。美国唯一得分上双的主

攻拉尔森赢得

14

分， 替补登场的主攻

巴奇和接应洛维都夺得

9

分。

中国女排

11

日与复赛最后一个对

手俄罗斯交锋。 （据《新快报》）

女排世锦赛 中国女排锁定6强

10

月

10

日，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与阿里体育有限公司在西安召开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合作启

动发布会， 会上宣布新赛季联赛将

以全新的主客场赛制呈现在观众面

前。

2018-2019

赛季，

CUBA

联赛将

大力推行联赛主客场制。 中国大学

生体育协会主席薛彦青说：“新赛季

CUBA

将从基层赛起即在地理 、交

通等相关条件允许的各省区市范围

内广泛展开主客场校际对决， 这一

重大改革将提高大学生对

CUBA

联

赛的参与热情， 扩大联赛规模和影

响力。 ”

据悉，

2018-2019

赛季的

CUBA

除了八强赛，将在

100

多所高校的基

层赛范围内施行主客场制， 在部分

交通不便或条件不成熟的省区市，

基层赛仍采用原有的赛会制。 除了

相对关注度最高的一级联赛 ，

CU鄄

BA

同时还设有二级、三级以及女子

联赛，一共将有

1200

所高校参加各

级

CUBA

比赛。 （据《新快报》）

CUBA新赛季将开启主客场赛制

电视剧《创业时代》今日在东方卫

视首播，

9

日，导演安建携黄轩、杨颖、周

一围、宋轶、印小天等一众主演亮相上

海开播发布会。 黄轩爆料，这次出演互

联网创业者非常累， 每天给自己打鸡

血，演不出来的时候甚至煽自己耳光。

拍摄过程中几乎没有笑过

《创业时代》 号称是首部互联网创

业电视剧，导演安建表示，该剧讲述了

一群互联网创业者的故事，“不是伪生

活，希望能给年轻人一些启迪”。黄轩之

所以接演《创业时代》也基于同一个理

由，“这个角色可以影响很多人”。 在黄

轩心里， 郭鑫年一开始是创业失败者，

是一个草根人物，个人能量非常大，“他

是一个特别特别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像

唐·吉诃德， 谁也打不倒他， 永远不屈

服”。

从阅读小说到拍完这部戏，黄轩足

足用了三年时间，他坦言，自己和郭鑫

年有些像，但郭鑫年更为极致，“就像唱

歌一样，他一上来可能就是男高音的状

态了，我还在中低音这里”。因为角色的

特性， 黄轩拍摄过程中也是整天拉着

脸，几乎没有笑过，“这个人物永远在遇

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波三折，每天的

情绪大起大落。 在这种情绪里面打转，

基本每天吊着脸。 ”

有时达不到角色的高度怎么办？黄

轩使出了狠招给自己 “打气”，“这个人

物情绪特别极致，我每次不知道怎么办

的时候，会给自己一巴掌，给自己打打

气。 ”

大赞

Angelababy

配合度非常高

虽然导演安建认为，《创业时代》绝

对不是一部披着创业外衣的爱情偶像

剧，不过，感情戏还是有的。 其中，男女

主角黄轩和

Angelababy

（杨颖）的感情戏

是剧中一大看点。 这是两人的第一

次合作， 发布会现场，

Angelababy

爆

料，爱上黄轩一开始是被他的声音

吸引，慢慢被他的才华吸引，最后

被他的颜值吸引。

与

Angelababy

搭档合作 ，黄

轩直言非常愉快 ， 大赞

Ange鄄

lababy

配合度非常高，“彼此有什

么想法都提出来，每一场戏需要

对剧本修改和调整，大家都在动

脑子，讨论、重新编排，二度创作

一下”。 黄轩认为，

Angelababy

和

剧中角色颇为吻合，“我觉得她

本人也是很知性的，很善解人意

的。 ”

这次是周一围与黄轩第二

次合作， 两人在剧中有很多对手

戏，问及两人是否经常互飙演技，

黄轩对于“互飙演技”这个说法有些

反感，“演戏是一个合作， 像太极一

样，演对手戏，大家可能会吵架，其实也

是一种信任”。 他同时否认演员气场大

小的说法，“在自己的角色里就好了，没

有谁气场大小的问题，只有专业和不专

业、认真和不认真的区别”。

（据《新快报》）

电视剧《创业时代》今日在东方卫视首播

黄轩自曝演不出来时会自煽耳光

湖南卫视经营体验类观察节目《亲爱的·客栈》第二季将于

10

月

12

日起每

周五

22:00

播出。 刘涛、王珂夫妇再度回归，与“新员工”武艺、王鹤棣、马思超

一起，在内蒙古阿尔山白狼镇搭建属于他们的美好客栈。新一季节目中，当地

素人也将参与到客栈的经营学习中，这个环保节能的客栈也会留给当地政府

助力发展旅游产业。

《亲爱的·客栈》第二季选址在内蒙古阿尔山，王珂在录制前进行实地考

察，与刘涛共同商议，选址决定后，刘涛王珂夫妇第一时间与当地环保、地质

专业人士一起探讨客栈的设计和建造，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环保。

客栈的所有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这对于刘涛、王珂夫妇来说，也是不小的

挑战。 刘涛说：“这次的客栈完全靠自己在创造，就像是完成一个梦一样。 ”今

年是两人步入婚姻的第

11

个年头， 王珂表示：“今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

觉得它应该有升华，这个升华可能就是在野地里建造出一个客栈，用我

们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生活。 ”

第二季的客栈迎来了“新员工”武艺、王鹤棣、马思超三位年轻小

伙。

在不久前收官的《流星花园》中饰演阳光帅气的富二代道明寺的

王鹤棣备受观众期待。 最新曝光的宣传片中，年纪不大的王鹤棣

干起活来活力满满，从“霸道总裁”道明寺到“抡锤小工”，转变很

大。

在建造客栈的过程中，王鹤棣完美地利用了自己的“特长”：

主动负责高处横梁的刷油漆工作，更是在打地桩时和锤

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出手“快、准、狠”。 王鹤棣的高效工

作获得了王珂的认可，而他乐天派的性格也使得建客栈

过程充满了欢乐。 （据《新快报》）

《亲爱的·客栈》第二季周五开播

刘涛王珂内蒙开店

王鹤棣变身“抡锤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