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

在“拐卖儿童要不要定死刑罪”

的大讨论热潮席卷全国的同时，都市时

尚励志剧《妈妈向前冲》将播，剧中秦

海璐本人饰演都市时尚辣妈汪晴，身为

一个可爱的五岁孩子的妈妈，汪晴有着

事业有成的丈夫，但她却依旧在自己热

衷的职场打拼。

在外人眼里， 汪晴本应是那种爱

情、事业双丰收，家庭让人羡慕不已的

成功女人。 然而灾难总是不约而至，汪

晴本人接连遭遇到事业与爱情的双重

打击，家庭和事业不约而同地陷入重重

危机之中。

最让汪晴欲哭无泪的是：原本是自

己疼爱有加的亲生女儿， 竟然在丈夫私

下“亲子鉴定”之后发现不是自己的亲

骨血。一时之间，婚前出轨背叛家庭等罪

名横加其身，汪晴成为众矢之的，不仅丈

夫悄然出轨， 势利婆婆更是将自己赶出

家门。为此，汪晴不得不多方求助，走上

艰辛的“寻子之路”……然而，这位善

良、隐忍的时尚辣妈的“寻子之路”真的

会一帆风顺吗？ 随着该剧在山东卫视的

热播，自然会有答案。

昨天上午， 由山东商报、 成都商

报、南方都市报、新闻晨报、现代快报、

都市快报、楚天都市报、华商晨报等媒

体主办，由佛山静院、北京现代等协办

的第四届全国九城艺术联展 （济南

站） 在山东省文化馆和鲁银美术馆隆

重开幕。

本次九城联展（济南站）由两部分共

同组成———山东省文化馆展出的 “全国

艺术名家精品展” 和鲁银美术馆展出的

“全国青年艺术家学术邀请展”。来自全

国10余个省份的共152位名家的400余件

书画作品参与此次联展。 济南站推荐的

刘大为、康宁、杨天颐、陈全胜、王承典、

黎青、梁文博、李学明、岳海波等，成都的

何多苓、罗发辉、叶瑞琨，上海的卢辅圣、

孙家珮、杨正新，广州的方楚雄、邓箭今，

杭州的韩璐、盛天晔，南京的常进、高云、

林逸鹏、言恭达，沈阳的李晨、许勇，武汉

的冷军、刘一原、徐本一等名家均推出了

精品力作。 而作为本次九城联展平行展

的全国青年艺术家学术邀请展在鲁银美

术馆展出了全国十余个省份的80余位青

年艺术家的代表作。 昨天成都商报选送

的知名青年艺术家钟士敏的一件作品已

抢先被一位当地资深藏家拿下。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济南站的展

览推出“探寻真正的收藏”的新理念，旨

在让更多的人能够从艺术品价值的角度

去收藏书画作品。 九城联展组委会秘书

长王奇对记者表示，此前收藏书画等艺

术品更多的是为了升值，但经过九城联

展在全国范围内持续的正面影响，加上

中央对于艺术界反腐的重视，原来泡沫

较多的艺术品收藏市场如今逐渐回归

到艺术的本真。因此，王奇认为，应借助

联展的契机，让更多的人能够从艺术角

度出发鉴赏和收藏书画作品。 据悉，本

次展览的所有作品均由主办方提供收

藏证书，以确保作品的“血统纯正”。本

次联展将于7月12日结束。 在此期间主

办方还将联合部分知名书画家，推出一

系列艺术鉴赏、名家鉴定、签名赠书、现

场创作、漫画像速写、微信抽奖赠送书

画作品等活动。

从2011年开始，由《山东商报》与四

川《成都商报》、上海《新闻晨报》、陕西

《华商报》、江苏《现代快报》、湖北《楚

天都市报》、浙江《都市快报》、广东《南

方都市报》、辽宁《华商晨报》等9省份主

流媒体打造的 “全国九城艺术联展”正

式启动。自此之后的4年时间里，九城联

展已举办了32场巡回展，通过3000多个报

纸版面以及各种新媒体渠道向全国大众

推介了1000余名画家的5000多件作品，上

亿人次参观了展览。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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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68～109

� � � �温馨提示： 某些污染物可能

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

弱影响，异常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

动。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日 多云

20℃-28℃ 偏南风1-3级

明日 多云

22℃-30℃ 偏南风1-3级

各位市民朋友：

为了让大家能喝到健康、 干净饮用

水， 不让身体成为污染水“过滤器”。 在

相关机构关注下， 全民健康饮用水惠民行

动于去年 7 月在全国启动。 行动第一步，

就是向市民免费发放一种小型水质检测工

具： 水质处理器 （3WIN99型）。

该项行动从上海开始， 已在 120 多个

城市展开。 不少市民反映： 水质处理器免

费发放， 会有专门人员进行使用及健康用

水指导。 拿回家 2~3 天后， 通过水质处理

器滤芯颜色的变化， 就能了解自家水质的

好坏。 另外， 水质处理器的特殊滤芯还能

滤除水中的重金属、 微生物， 让市民喝到

健康、 干净饮用水。

从去年年底开始， 全民健康饮用水

惠民行动第 123 站来到成都。 为了让更

需要的市民先行领取， 惠民行动规定：

首批免费领取对象必须为 55 岁以上的成

都市民。

领取条件还有

： （1） 成都本地常住

居民； （2） 对健康饮水有一定的需求。

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居民 ， 请拨打

028-69756397���69756398�

报名

领取。 因领取人数众多， 目前还有 800

个领取限额， 请看到本通知的市民尽快

报名！

凭身份证免费领水质处理器

通知：成都 55岁以上市民

下足猛料，快火爆炒

虎妈退位辣妈来了接地气 今晚跟着“妈妈向前冲”吧！

《妈妈向前冲》7月5日在山东卫视黄金档热播

第四届全国九城艺术联展（济南站）昨日开幕

“虎妈”退位

后新一代的 “辣

妈”又热辣辣地来

了！ 由秦海璐领衔

主演的都市励志

“辣妈”剧《妈妈

向前冲》 及时接

棒，再度让“妈剧”

大热。目前，该剧已

定档今晚 （7月5

日） 在山东卫视黄

金档热播，这部“辣

妈” 剧从全方位多

角度反映当下困扰

人们的热点和焦点

话题，将单身妈妈、

亲子教育、 婆媳相

处之道、情感纠葛、

闺蜜和伪闺蜜等现

象一网打尽， 让观

众在高颜值的剧情

节奏中， 看到一个

时尚励志版的“辣

妈传”。还等什么，

赶快锁定吧！

由拉风传媒力推的年度都市

情感时尚励志大戏 《妈妈向前

冲》 可谓集大咖和小鲜肉于一

身，不仅有台湾电影金马奖影后

秦海璐、“潮叔” 郭晓冬、“型

男”胡兵和“御女”江祖平等超

强明星阵容共同演绎，亦有陆昱

霖、唐熙、解惠清、刘冠麟等一众

小鲜肉倾情加盟。可以说，这部

全新的都市励志版 “辣妈养成

记”看点连连。

身为该剧女主演， 秦海璐从

出道开始就顶着“金马影后”的

头衔，而“影后”的字眼儿曾经让

她压力很大，也很挑戏。然而接到

《妈妈向前冲》这个剧本时，秦海

璐觉得这戏像是为自己量身定做

的， 汪晴这个女子俨然就是另一

个自己。因此，在剧中游走在霸气

老公郭晓东和“高富帅”前男友

胡兵之间， 秦海璐版汪晴这个单

身“辣妈”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这

场虐心大战背后的戏码自然让人

期待不小。

看点一：故事精彩

“辣妈”秦海璐走上艰辛的“寻子之路”

看点二：演员抢眼

群星上阵打造新都市“辣妈养成记”

该剧围绕秦海璐饰演的时尚辣妈汪晴的婚

姻风波， 以犀利的风格讲述了一对夫妻因误会

而分手， 在现实的诱惑与打击中不断越轨又不

断矫正，最终重修于好的故事。剧中充斥着诸如

亲子鉴定、闺蜜夺爱、职场潜规则、搞暧昧劈腿、

旧爱复燃等大胆又真实的情节， 深入到每一个

角色的内心世界， 展现出都市男女普遍存在的

失控现象， 并借此向现实中如汪晴一样在历尽

曲折坚韧不拔的励志型辣妈们表达了敬意。

不像很多情感剧总是温水煮青蛙，慢火慢

炖慢滋味，也不是清水煮荷花，小情小调小清

新，《妈妈向前冲》属于那种下足猛料，快火爆

炒，火辣热辣变态辣的快感，让人一尝就停不

下来，可以痛快地欣赏，细细品味。

看点三：话题十足

情节真实可以细细品味

业内非常看好这部剧，有剧评人表示：“《妈

妈向前冲》讲述了现代都市中妈妈们面临事业与

家庭危机时勇往直前的励志故事。妈妈用母爱打

败不近人情的现实，很接地气，堪比一部精良的

电影大片。 多年来好妈妈的荧屏形象一直稀缺，

该剧就是向中国好妈妈致敬的。”

其实，《妈妈向前冲》对题材的精准把控，不

局限于持续大热的爸爸风，而是独辟蹊径地将眼

光对准了妈妈题材。 对各个环节的精益求精，该

剧可谓诚意佳作。

业内评价：

该剧就是向中国好妈妈致敬

●

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全国联销 “

3D

”第

2015178

期开奖结果 ：

141

，单选

6860

注，单注奖金

1320

元

（含加奖奖金），组选

3

，

10389

注，单

注奖金

440

元（含加奖奖金），组选

6

，

0

注，单注奖金

220

元（含加奖奖

金）。（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

电脑型中国体育

彩票全国联销“排列

3

和

排列

5

”第

15178

期排列

3

直选中奖号码：

720

，全国中奖注

数

4551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72015

，全国中奖注数

38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

“超级

大乐透” 电脑体育彩票

15076

期

开 奖 结 果 ：

03� 19� 21� 31� 34�

05+12

， 一等奖

3

注 ， 每注奖额

10000000

元。一等奖（追加）

1

注，

每注奖额

6000000

元。 二等奖

35

注， 每注奖额

249391

元。 二等奖

（追加）

10

注，每注奖额

149634

元。

兑彩票

成都商报与成都市足协联合举办的

大型校园足球评选活动 “刺探成都星”

于昨日圆满落幕。“刺探成都星”最后一

项“十星球员”的终极评选昨日上午在

成都市足球公园进行，经过分队对抗比

赛，4名资深校园足球教练对五个组别

的所有队员进行了考察和评分，最终每

个组别得分最高的两名球员， 共10名球

员成功当选“十星球员”，他们将自动

获得珍贵的 “2015年巴萨中国青训营·

成都站”的培训机会，未来成都市足协

举办的足球夏令营、冬令营、国外交流

活动都将优先从这10名球员中进行选

拔！此外，昨日所有参加终极评选比赛

的球员得分，我们都将在成都商报客户

端以及成都商报体育部微信公众号“多

动阵”上公布。

黎力、何耀彤、包志凯和雷涛四名

教练全程聚精会神地观看了 5场比

赛， 认真地为每名球员的各项指标进

行打分， 还会因为某位球员的表现而

展开热烈的讨论。 按照事先协商的方

案， 每个组别的分队对抗中， 由两名

教练负责为一支球队打分， 最后这两

名教练打出的平均分就是一位球员的

最后得分。

在谈到这次终极评选的评分环节

时， 四名教练都认为有几名球员的个

人能力都非常突出，球感、脚下技术和

突破能力都非常强， 但之所以没有得

到高分，是因为欠缺了团队意识。包志

凯教练说：“有的队员是很强，但全场

基本不给队友传球， 这样的球员最后

的评分肯定不会很高。 毕竟足球是团

队运动 ， 团队意识是我们非常看重

的。”何耀彤教练则指出，他们在评分

中更看重球员的全面性和发展潜力，

他举例说：“小学乙组的蒋子祺和蒋

子桉这对双胞胎能力都很突出， 蒋子

祺表现出了在攻防两端的全面能力，

而蒋子桉则更多展现了他的进攻能

力， 防守方面没有让我们看到突出的

表现。”

当然， 今天的荣誉并不能代表明天

的成就， 今天的失落也不能阻挡在明天

铸就辉煌，未来的路还很长，还需要小

球员继续努力。“刺探成都星” 活动也

并非为了造星， 而是旨在寻找能点亮成

都足球的星火，让更多人来关注、参与和

推动校园足球的发展。 这才是我们的根

本目的！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大型校园足球评选活动“刺探成都星”昨日圆满落幕

“十星球员”出炉 直通巴萨青训营

十星球员

小学甲组前两名：

涂皓男（成都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

校（温江区））、向天（沙湾路小学）

小学乙组前两名：

袁恩培、蒋子祺（李家沱实验小学）

小学丙组前两名：

李名扬、谢诚梁（李家沱实验小学）

小学丁组前两名：

罗宇豪（迎宾路小学）、吴选（青羊

-

花园

(

国际

)

小学）

初中组前两名：

邓志成

(

成都

18

中

)

、刘雨轩

(

四川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

)

济南市民参观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