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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石亨）昨日，重庆大部分地区以阴天为
主，各地气温在3～18℃之间。

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日至21日重庆
各地持续阴雨(雪)天气，海拔800米以上地
区有雨夹雪或小到中雪，大部分地区日平
均气温将下降4～7℃。中西部地区日平

均气温将下降4～5℃，东部地区下降5～
7℃;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将降至2～8℃，
800米以上高海拔地区最低气温降至0℃
以下。

主城天气预报 今天：阴天有零星小
雨，气温 10～13℃。明天：小雨，气温 8～
10℃。后天：间断小雨，气温8～10℃。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郑三波）昨日，记者从重庆公交集团南
部公交获悉，南部公交公司将于19日新开
行骨干公交线路10路，同时取消同线公交
线路301路。

记者获悉，南部公交开行的骨干线路
10路前身为公交301路，在原301路基础
上采取增加车辆、加大班次密度、优化站点
的方式，达到缩短市民出行时间、满足市民
快捷出行需求的目的。

首场比赛淘汰德甲明星
在13日的首场比赛，当代斯威电竞队

迎来实力强大的德甲电竞队：该队是沃尔
夫斯堡、斯图加特和门兴格拉德巴赫这三
家德甲著名俱乐部电竞选手组成的联队。
这场比赛激烈程度一点不亚于足球比赛，
悬念迭起，火爆味十足。

这场比赛当代斯威电竞队第一个上
场的是黄枭，昨天聊起当天比赛的感受他
笑了起来：“如果是真实的足球，光听这些
名字我就可以缴枪了，不过这可是电竞足
球，我不畏惧任何对手。”

果然，率先亮相的黄枭第一场比赛就
取得开门红，直接拿下对手，让第二个出
场的黄凌颜有更好的心态去迎战德甲电
竞队的明星选手、来自斯图加特电竞俱乐
部的Niklas Luginsland。

Niklas患有先天脆骨病，5岁之前曾
遭受40多次骨折。但他第一次到足球赛
场观赛就喜欢上了足球，成为斯图加特球
迷。在受身体限制无法出战真实足球比赛
后，他转战电竞足球，成为斯图加特电竞俱
乐部的职业选手，被誉为“天才选手”。

开场后不久，Niklas就率先攻破黄凌
颜的球门，让黄凌颜知道这位身残志坚的
选手绝不是“软柿子”。黄凌颜耐心寻找机
会，终于在下半场80多分钟扳平比分；随

后更是在伤停补时上演绝杀。凭借大逆转
的表现，黄凌颜也成为本场比赛的MVP。

季军争夺战重振旗鼓
在14日的半决赛，当代斯威电竞队

遭遇来自英超的狼队，结果以1-3告负。
对于这场失利，黄凌颜有点郁闷：“第一局
刘津充没能拿下，第二局我完全有机会拿
下的。狼队的韩国外援其实实力一般，我
全场压着他打，控球率超过60%。但是我
运气不好，我射门有6次在门框范围内，
一个球没进。他1次射在门框范围内就
进了，结果我0-1输了，如果那局赢了可
能比赛的走势就不同了。”

半决赛的失利，没有影响到当代斯威
电竞队的士气。在15日的季军争夺战中，
当代斯威电竞队遭遇广州富力电竞队。这
个对手对于重庆电竞迷来说并不陌生，在
中国足球电竞联赛S2赛季中，当时广州富
力夺冠，当代斯威电竞队仅名列第七。

如今经过人员调整的当代斯威电竞
队再遇老冤家，黄枭、黄凌颜和刘津充自然
也憋了一口气，希望能够成功复仇，结果他
们做到了：在黄枭第一场失利的情况下，刘
津充和黄凌颜连扳两局，以2-1反超。

关键的第四局，黄枭主动要求上场报
仇，结果他和对手在90分钟战成1-1平，
最后凭借点球的良好发挥获胜拿下对

手。当代斯威电竞队3-1击败对手获得
季军和2万元的奖金。

公开选拔产生最强选手
一年前屡战屡败的重庆当代斯威电

竞队，为何在换人之后就打了翻身仗？
负责战队组建的秦源达介绍了原因：“首
先这次参赛的选手，都不是临时找来的
雇佣军，而是土生土长的重庆崽儿，我们
都有为重庆而战的归属感。其次在得知
当代力帆俱乐部今年有意调整电竞分部
之后，我早在5个月之前，就组建好了一
支由30名重庆优秀FIFA选手组成的集
训队，每个月都会根据内部训练赛成绩
发放奖金。所以这次参赛的选手，都是
从这30名大集训队中脱颖而出的，每人
都是信心十足，比赛经验丰富。”

在本次国际大奖赛取得好成绩之后，
秦源达也发出一个倡议：“其实重庆有很
好的电竞足球基础，我希望有更多公司、
企业、个人和我一起，来支持足球电竞的
发展。我本人最近几年也一直在打FI-
FA。国际大奖赛时间恰好和WESG大
中华区总决赛冲突，我没能去河北比赛，
不然可能成绩还会更好。所以我对这支
队伍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我们完全有能
力冲击更多好成绩。” 重庆晚报-上游
新闻记者 赵映骥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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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晚，经过3个
月的比赛拉锯战，“全
国首档专业相声节

目”——《笑礼相迎》第二季迎
来总决赛，重庆籍相声演员刘
延超、程世杰摘获冠军，他们也
是此次唯一一组代表重庆获得
全国曲艺电视大赛冠军的相声
演员。

作为在重庆扎根8年的资
深相声演员，他们揭秘，不仅在
日常的相声表演中会融入重庆
的地域文化、方言梗等重庆元
素，在此次比赛中，也融入了不
少“重庆味”作为助力。

来自重庆
拿下全国总冠军

昨日上午，记者在北城天街见到了刘延
超、程世杰，二人身高1.8米左右，穿着打扮
休闲时尚，很难将他们与电视上穿大褂、握折
扇、说相声的样子相联系。实际上，时间倒退
数小时，15日晚天津卫视《笑礼相迎》的总决
赛之夜，荧幕上的二人正是凭借精彩的相声
表演，一举拿下全国总冠军。在此次3个多
月的比赛过程中，二人还多次得到著名相声
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的高度肯定。

“拿到冠军的那一刻，这么多年来的相声
生涯就像默片一样，在内心循环
播放。”刘延超今年27岁，
老家在济南，自幼便开
始学相声，后来考入重
庆读大学。机缘巧
合下进入重庆一家
名为“逗乐坊”的相
声园子，正式成为
一名相声演员。
程世杰的经历与刘
非常相似，他是黑
龙江人，自小热爱相
声，也是来重庆读大学
期间加入了“逗乐坊”。

如今，扎根重庆、当了
8年相声演员的二人，还先后
入了重庆户籍，“大家都说，正因为经历如
此相似，我俩搭档说相声才这么有默契。”

比赛过程
火锅菜报菜名受热捧

回顾比赛过程，程世杰说，还不得不感谢
“重庆味”的助力。

“鲜毛肚，脆毛肚，千层肚，鲜鸭肠，鲜鹅
肠，卤肥肠……”在赛程的其中一场相声中，
二人大胆创新，将原本以满汉全席报菜名的
传统方式，与重庆火锅报菜名的新颖方式进
行对比，惹得全场观众捧腹大笑。此外，二人
还曾表演过一段重庆RAP，教所有观众一起
说了一句“要得”，以此番互动嗨爆全场。

刘延超说，最初整个重庆只有这一家说
相声的园子，但独家开场并不华丽甚至惨
淡。最惨的一次，整场只有一名观众。不过
这并没有让他们气馁，而是摸索起了原因。

他们发现，麻辣直爽的重庆人，更青睐于
“短平快”一类的相声，他们便开始试着创新
和转型。当园子里观众逐渐多起来的时候，

移动互联网也越来越普及，重庆人爱听的这
类相声，也成为越来越多网友喜欢听的相声，

“我们本来是因重庆地域文化特色转型，定位
为清新幽默，时尚健康。而误打误撞地，也对
应上了新时代观众普遍喜爱的相声口味。”

日常演出
爱讲“重庆味”相声

如今，二人所在的相声园子，每周都有三
场固定演出，场场爆满，甚至一票难求成为了
常态，“以重庆本土的年轻人居多，很多都是
90后、00后。”

而“重庆味”相声，也是刘延超、程世杰很
爱讲的相声。程世杰说，他们说的相声依

然以标准的普通话说，但会在某个段
子里突然穿插一段“川普”，或者以
重庆的地形、独特美食、趣闻轶
事等为主题开讲，深受观众们
喜爱，甚至不少观众边看边直
播到网络平台上。刘延超还
说：“还有那句最难的重庆话

‘你啷个嫩个勒个耶’，我们
还作为过包袱，效果非常
好。”

刘延超说，“重庆味”相声
讲得多了，加之在重庆生活久

了，自己都成了重庆话八级人士。
程世杰则表示，自己刚达到重庆话听

力八级水平，但对重庆美食的热爱绝对是
超八级水平。

形象要求
最在意自己的眼神

程世杰说，时代的发展中，相声行业除了
技术创新和转型外，相声演员对于自身形象
也会有所在意和要求。比如自己眼睛很小，
透过电视荧幕看起来，就显得更小了，后来，
他但凡上台，就会尽力睁大眼，“不仅是为了
美，还因为这样会给观众传递更好的观感和
互动。”

刘延超也有同感，他本身近视300多度，
上台的时候一定会摘掉眼镜。但有友人指
出，他一摘眼镜眼神就涣散，他便通过努力锻
炼，即便不戴眼镜，眼前茫然一片，眼神依然
囧囧有神。

“还有就是，观众还会监督我们的身材。”
刘延超被观众授予了一个“萌少”的绰号，这
源于他帅气的外表和挺拔的身材。但有次，
有观众将刘延超的演出照用微博私信发给
他，还在其肚子位置打个红圈，以提醒他有长

小肚子发福的趋势，“我赶紧去办了一
张健身卡。”

创作剧本
备忘录里装满“包袱”

在程世杰的手机备忘录里，有很多
别人看不懂的奇怪文字组合。他揭
秘，其实这都是他为了写剧本做的一
些记录，甚至是一些相声表演里的“包
袱”。他说，相声演员也需要自己不断
地创作新的剧本，很多灵感就来自于
对生活的观察和记录。比如备忘录里
的“80年代小青蛙”，是自己与好友夏
先生聊天时，提到的一款小时候的经
典玩具，后来被他当成“包袱”写进剧
本里，在重庆卫视的春晚还进行了表
演。此外，程世杰和刘延超经常
为了推敲一个剧
本，熬上一个通
宵，“即便剧本已
经很好了，但没有
开始表演并获得观
众认可之前，我们的心
都是悬着的。”

刘延超和程世杰
笑着说，他们和很多
同行都有这样一个奇
怪的职业病——有时候
走到路上或者等人的时候，
可能会看起来念念有词的样
子，实际上是在背贯口或是练
习新的剧本。

内心愿景
盼相声成为重庆“必打卡”

“很多游客去北京和天津旅游
的时候，就会去寻找当地的相声园
子听一段相声‘打卡’。我们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这也能成为外地游
客来重庆的一种‘打卡’方式。”程
世杰说，这两年来，除了二人所在
的园子，重庆也涌现了一些大大小
小的相声园子。因此，他认为，来
重庆听相声，也有望成为重庆的一
道文化景观。

刘延超说：“我们希望可以通过
相声，向越来越多的人传递重庆的
特色与文化。”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

薇 受访者供图

当代斯威
击败

德甲联队

电竞

昨天下午，记者从
重庆当代力帆俱乐部获
悉：上周末在河北省体
育馆举行的 2019FI-

FA Online4国际大奖赛中，
刚经过重组的重庆当代斯威电
竞队发挥神勇，淘汰德甲电竞
队，击败中国足球电竞联赛S2
冠军广州富力电竞队，最终获得
季军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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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9336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12月16日

基本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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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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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9114期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933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3 4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933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3 4 5 4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9176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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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917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0 3 3 1 3 3 3 1 1 0 1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919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2 1 3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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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慢

程世杰

刘延超和程世杰

逗哏刘延超（左），捧哏程世杰

15日晚，总决赛之夜，二人高举冠军奖杯

▶刘延超

重庆美女球迷为电竞队加油
德甲电竞队明星选手Niklas与当代斯威电竞队选手握手
致敬

▼选手欢呼胜利

当代斯威电竞队出场选手

锅 味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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