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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体彩大乐透迎
来第 18049期开奖，一等奖在
全国无人中得，这也是“6 亿
元大派奖”活动开展9期以来
首次头奖空开。当期开奖结
束后，体彩大乐透奖池大涨
逾 5000 万元，下期一等奖派
奖2000万元。

体彩大乐透 6 亿元大派
奖活动惠及固定奖，只要彩
民以追加投注中得四、五、六
等奖，即可额外获得每注 100
元、5 元、5 元的派奖奖金，当
期固定奖追加投注的派奖奖
金总计高达2228万多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销售额

达到 2.3亿多元，由于头奖无
人中得，奖池较上期大涨5012
万多元，一举达到 53.68 亿多
元。根据相关规定，当期未送
出的 1000万元派奖奖金将滚
存至周三晚开奖的第 18050
期，与下期的1000万元合并派
送，令第 18050期一等奖派奖
奖金涨至 2000 万元。届时 2
元单倍投注最高可中 1500万
元；3元追加最高可中2400万
元。目前固定奖派奖奖金余
额为8530万多元。 体彩

截至 5 月 1 日上午 10 点，《后
来的我们》上映四天，累计票房突
破8亿，成为内地爱情片的票房新
标杆，刘若英也成为华语影史上
执导作品票房最高的女导演。而
与此同时，上映首日爆出的“退票
风波”仍在一刻不停地持续发酵
着，作为宣发方和票务平台的猫
眼瓜田李下一时间成为众矢之
的，而这部电影的“口碑”也在“票
房造假”的疑云中变得愈发“不可
言说”。

所以，这部电影到底好不好
看？上映前所谓“哭倒一片”是不
是只是营销行为？首次执导的刘
若英功力究竟如何？小编带着这
些问题来到影院，尝试在当下“票
房造假”追责和讨论的背景下尽
量客观地还原真正走到影院、用
脚支持这部电影的观众的想法。

看哭观众不假
田壮壮戏份是重要催泪点

《后来的我们》虽然请了时下
人气颇旺的井柏然和周冬雨担
纲，但这部电影从头到尾最大的
宣传点仍然落在导演刘若英身
上，无论是观众和电影，还是导演
和电影，二者的最大共情都莫过
于那首《后来》。从我们随机采访
的观众来看，这一点确实不假。
绝大多数观众都表示是冲着导演
刘若英而来。而问到“退票风
波”，有观众虽然有耳闻，但仍表
示不管怎么都要到影院支持这部

电影。
另外一点，《后来的我们》在

前期宣传时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催
泪，这也是电影上映前先期口碑
最为集中的传播点。从观众处我
们了解到，本片的确有着非常明
显的催泪效果。有不少观众看完
后眼睛通红，在接受采访时情绪
依然无法平复。

至于“催泪”的点，根据观众
的反映，大概有三处集中泪点。
一是两人爱而不得、彼此错过的
爱情，一是北漂情节，最后一点，
也是不少观众特别强调的，是田
壮壮的父亲角色。不少观众表
示，观看时很难不去代入自己。
不过，也有部分观众表示，整个观
看过程中自己并没有落泪，并没
有像之前网上说的那样“催泪”。

“刘若英式电影”？
观众：仍有进步空间

前面也提到，刘若英在整部
电影的创作和宣传处于绝对的主
导地位，小说源于她的一篇小说，
电影改编她也一直参与其中。虽
然电影幕后团队强大，有李屏宾、
孔劲松等华语影坛的大师在，但
这部电影还是满满的“只属于刘
若英的文艺气质”。正如一位观
众所说，“这是刘若英才能拍出的
电影，是一部刘若英式的电影！”

虽然这位观众强调“刘若英
式电影”一词没有褒贬之分，但是
他也表示，整部电影还有不少进

步空间。有不少观众响应了这一
声音，认为片子在人物塑造、节奏
各方面还有不少瑕疵，并坦言和
之前的预期不符，不会推荐给身
边的朋友。

思考：
不要因为“退票风波”
而过分踩低电影

《后来的我们》从一开始就定
了“怀旧、文艺”的调子，这也在一
定程度了预定了电影的宣传方
向。电影上映前，口碑高涨，尤其
是此次风波中重要一方，猫眼平
台开分 8.9分，想看人数和预售成
绩都创下该平台历史。不过，随
着“退票风波”的进一步发酵，《后
来的我们》的评分似乎又跌入另
一个极端。

目 前 ，该 片 微 博 大 众 评 分
8.0，大V推荐度 65%，与首映之后
93%的大 V 推荐度相比已有明显
落差，而其他电影评分平台的打
分也较之前高涨的先期口碑有较
大落差，不少自媒体更有“矫枉过
正”之嫌，即电影并没有那么差，
但为了耸人听闻可以夸大影片的
缺点。

但总结观众的看法，我们可
以看出，虽然有一部分观众认为
电影没达到预期，细节也有不少
缺憾，但总的来说，受访者中好评
居多，即便是对电影、对导演有期
待的观众，他们也都表示电影符
合预期。 新娱

《后来的我们》观影调查：

退票风波发酵，观众怎么看？

丁俊晖当地时间 4月 29日大
胜麦克吉尔闯入世界斯诺克锦标
赛八强后，来自苏格兰的对手赛
后感叹，丁俊晖简直就是来自另
外一个世界，自己宁愿作为一名
前排的观众来欣赏他的比赛。

丁俊晖在前一天第一阶段比
赛中让麦克吉尔一局未胜，以8：0
取得领先，第二阶段比赛又将优
势扩大到12：4。当天第三阶段比
赛，他轻松拿下一局胜利，以13：4
锁定八强席位。

排名世界第17位的麦克吉尔
说：“丁俊晖可以说打得随心所
欲，他是名现象级的球员，他控制
球的能力让他看起来像来自另外
一个世界，他的技术打死我也赶
不上。我真是希望能够坐在观众
席的最前排观看他的比赛。”

这是丁俊晖连续第四年闯入
世锦赛八强，由于卫冕冠军塞尔
比和五届冠军奥沙利文都已经出
局，他已经被博彩公司列为夺冠
的头号热门。

丁俊晖赛后说：“第一阶段
的发挥让人难以置信，我感觉非
常好，发挥也很棒，我期待下一
轮比赛。”

丁俊晖将与 2013 年的亚军
霍金斯争夺半决赛权，比赛的前
两个阶段将在 5 月 1 日举行，第
三阶段在 2日举行。谈到这场比
赛，他说：“霍金斯是一名非常难
对付的球员，相信比赛会很艰
苦，我需要每天都保持好状态。”

新体

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 5
月 1日发布了一则声明，辟谣

“鲁能高薪聘请温格执教”的
传言。

近日，有外媒报道，山东
鲁能正与即将从英超阿森纳
离任的教练温格联系，并为其
开出每年2800万英镑（1英镑
约合8.70元人民币）的合同。

山东鲁能 1 日发布的声
明通过幽默的方式对谣言进
行了回应，声明中称：“惊悉网

友要给温格先生办个转会，小
编是不是得给您准备个接风
宴？不过怕教授不一定喜欢
撸串，济南还是不请了！因为
我们泰山队有自己的‘李教授
’，坚决支持鲁能版‘温格’。”

温格现年 68 岁，1996 年
起成为英超俱乐部阿森纳队
主教练。4月20日，阿森纳俱
乐部官方宣布，主教练温格将
在本赛季结束后卸任。

新华

欧冠半决赛次回合在即，
皇马主帅齐达内当地时间
4 月 30 日公布了对阵拜仁慕
尼黑的 19 人名单，伊斯科因
伤未能入选。

伊斯科在对阵拜仁的首
回合比赛中肩部受伤，经检
查，其左肩二级扭伤。虽然上
周末这名西班牙中场已经回
到了训练场，希望能赶上欧冠
半决赛次回合的比赛，甚至做
好了打封闭上场的准备，但在
训练中他的伤处仍感到疼痛。

与伊斯科一道只能作壁
上观的还有皇马后卫卡尔瓦
哈尔，后者同样在与拜仁的首
回合比赛中受伤，需要休战两
到三周。但齐达内也迎来了
一个好消息：后卫纳乔在伤停
一个月后回归，将能出战 5月
1日的比赛。

皇马首回合客场2:1小胜
拜仁。他们将于当地时间 5
月 1 日晚在伯纳乌与对手展
开次回合的较量。

新华

据美媒体报道，骑士队当
家球星詹姆斯在2015年NBA
总决赛时穿过的一件球衣日
前被正式拍卖，而拍卖的价格
高达8.5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54.54万。

据NBA商业记者罗威尔
报道，这件球衣是詹姆斯在
2015年NBA总决赛第1场和第
2场所穿过的，那个赛季是詹姆
斯重返骑士队的第一个赛季。

这件球衣的拍卖价格达
到了8.59万美元，这创下了詹
姆斯穿过的球衣的拍卖价格
最高纪录。

拍卖詹姆斯这件球衣的
公司是行业内非常著名的高
丁拍卖公司，他们指出由于詹
姆斯很少会在多场比赛中穿
同一件球衣，这使得这件球衣
变得非常特别以及有纪念意
义。 新体

丁俊晖闯入世锦赛八强
对手：他来自另一个世界

皇马公布战拜仁19人名单
伊斯科因伤缺阵

54万买件詹皇球衣？
土豪的世界太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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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一等奖派2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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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能声明辟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