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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幼斌、李小冉、张丰毅主演的法治

剧《因法之名》4月 14日登陆北京卫视黄金

档。该剧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平反冤假错案

的电视连续剧，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讲述了

李幼斌扮演的部队转业的刑警葛大杰因好

友在追捕嫌犯时不幸殉职牺牲、由“怒”生

“错”、间接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碍于当时

司法制度的不完善，张丰毅扮演的检察官

即便心怀疑问，也只得妥协现实，时隔多年

后，李小冉扮演的新生代检察官邹桐与律

师共同努力，多年冤案最终沉冤昭雪。该

剧将时代变迁、儿女情长交织在抽丝剥茧

又惊险刺激的剧情中，情节由浅入深，展示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进步与发

展。

在《因法之名》中，李幼斌饰演的刑警

葛大杰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警

察”，在工作上功勋卓著，但性格刚愎自用，

这也间接导致了“冤案”的产生。

一件冤假错案的产生无疑是一个警察

一生功绩的否定，但为了坚守公平正义，他

开始直视并改正自己十年前犯下的错误，

艰难做出心中的选择，剧情体现出了葛大

杰的成长，也反映出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

完善。

戏里的“葛大杰”和剧中另一重要角色

检察官“邹雄”（张丰毅饰）是多年好友，

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戏外的李幼斌和

张丰毅也是相识多年的“老友”，早在二

十年前两人便结缘于《飞虎队》，相仿

的年龄、性格以及对演艺事业的执着

和追求使他们结交下深厚的友谊。这

次时隔多年再次合作，这对老搭档也

是默契不减。

李小冉与张丰毅饰演一对检察官

父女，与偶像同台飙戏，她感到了前所未

有的压力与紧张。对于李小冉，张丰毅大

加赞赏，表示李小冉的表演真实、自然，对

很有表演难度的戏处理得也非常好。⑥6

（邱 伟）

法治剧《因法之名》开播

李幼斌张丰毅
20年后再合作

他苦熬10年没有放弃

“老虎”伍兹上演励志大片
人生没有永远的赢家，

只有跌倒后，再爬起来的斗

士。曾经被捧上云霄的泰

格·伍兹，就是这样的斗士，

跌入万丈深渊，千夫所指，然

而他用外界无法想象的毅

力，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

起来，在这个世界上最激烈的

竞技场之一的美国大师赛上再

次夺冠，重回巅峰。伍兹不愧为

“老虎”，堪称是高尔夫球的“传

奇”。

昨日，传奇高尔夫球手、绰号老

虎的泰格·伍兹上演了高尔夫球历

史上又一部励志大片。21 岁成名

的伍兹曾是全球首个身价超十亿美

元的运动员，2009 年的一场车祸

后，性瘾丑闻曝光，令伍兹跌入了人

生最低谷。然而，10 年后的今天，

第 10 次复出的他在奥古斯塔国家

高尔夫俱乐部结束的美国大师赛决

赛轮中，打出 70杆（-2），拿到了他

的第五件绿夹克，这也是他的第 15

个大满贯赛冠军。赛后，伍兹在接

受采访时，说出了一直埋藏在他心

底的一句话，他希望他的经历能够

激励跌入低谷的人们。

1997 年，21 岁的泰格·伍兹就

是在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俱乐部，

开天辟地成为美国大师赛首个夺冠

的黑人球手，创造了赛事 72洞最低

杆数纪录。2000年，他获得美国公

开赛、英国公开赛和 PGA职业高尔

夫冠军赛冠军，伍兹成为最年轻的

高尔夫大满贯选手。“老虎”一度主

宰了高尔夫赛场，风靡全球,成为赞

助商宠儿和高尔夫球迷的偶像。然

而，人生最得意时，2009年 11月 28

日伍兹驾车冲出高速公路，撞上一

棵大树和一个消防龙头。在车祸的

前几天，他正因涉嫌“偷腥”而遭遇

媒体的狂轰滥炸。此番车祸令他的

“偷腥门”浮出水面。

经媒体曝光，伍兹的绯闻女郎

层出不穷，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几

个。伍兹一直以“家庭美满”形象示

人，然而一夜之间被摔得粉碎。为

了挽回妻子艾琳对他的信任，伍兹

用了两个月时间到密西西比的一家

诊所进行“性瘾症”治疗。然而，一

年后，伍兹的不忠令他的婚姻走到

了尽头。离婚后，伍兹除了共同抚

养两个孩子，还要支付前妻艾琳 1

亿美元的补偿金。而伍兹的背伤

屡屡发作，令他在球场上“虎威”

不再。伍兹沦为美国经济低迷

期时的全民出气筒，

也

跌入了家庭和

事业双失败的人生冰

点。然而,就当人们忘记

伍兹这个名字时，2017年

5月 29日凌晨 3点他以“不

清醒状态下驾车”的罪名被

逮捕。伍兹再次以药物依赖

的问题，回到公众视线。至

此，再没有人会相信，他能在

球场上站起来了。

经历了四次背部手

术，2018 年他赢得了

一场美巡赛冠军，宣告

了“ 老 虎 ”第 10 次 复

出。而昨日凌晨，伍

兹以43岁 4个月又 15天的年纪，成

了美国大师赛历史上仅次于尼克劳

斯的第二年长的冠军。这是泰格·

伍兹的美巡赛第81冠，第15座大满

贯赛冠军，而他上次拿到大满贯赛

冠军还要追溯到 2008 年的美国公

开赛。这是自 2009 年底爆发性丑

闻以来，“老虎”伍兹在第 10次复出

后的近两年来赢得的第一个正式比

赛的冠军。赛后，伍兹动容地说：

“我很幸运，可以从事我热爱的运

动。我很感激能够有机会回来，能

够再次夺得美国大师赛冠军。希望

我的孩子们会为他们的父亲而骄

傲。我的职业生涯经历了起起伏

伏，我曾经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还

能够再打高尔夫。今天，在这里获

胜，希望我的经历对于每一个正在

经历挫折的人有激励作用，希望他

们永远不要放弃。”⑥6

（陈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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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事业合作伙伴
合作共赢，合伙创

业。南阳市大型托管教育

机构，南阳市十五小校区

附近机构、镇平县一小校

区附近机构在营，南阳市

二十二中初中部附近机构

在营，九小校区附近机构、

十二小分校附近机构、十

三中分校附近机构筹备

中，寻有教育情怀人士共

筑事业前行。有意详谈。

咨询电话：13525173322

托管机构招聘
市内某大型托管机

构招聘有经验老师。年

龄 30～47 岁 ，薪 资

4000元-6000元。

电话：18937768209

农夫果园招代理
农夫果园南阳总代

理，诚聘市区内业务经理

15名，有经验者优先。另

招空白县区代理商。

电话：0377-60881577

招 聘
△诚招筑路机械销售

人才数名，有机电及营销

专长者优先。大专以上，

男性，能长期出差，待遇

面议。另招电工、车工、

焊工、钳工、喷漆工、机修

工、数控车工数名。

电话：13503901886

△龙升工业园区招销售

人员，男女不限，待遇面议。

电话：13703777626

△南阳翔达物资有限

公司招聘以下人员：1.

办公室主任1名；2.工程

项目外联人员2名；3.文

化传媒经理助理1名。

电话：15716657666

厂房出租
市车站南路王营，建

筑面积1400平方米，院

子900平方米，现出租。

电话：13903777204

知音婚介
高端品牌婚介，创办

19年来，认真负责，诚信

服务，云集了几万名多层

次高素质的单身男女，成

功率高，口碑良好，祝你

找到知音，幸福美满。

征婚：63197726 交友：

60353319地址：中心广场

西二楼（大统百货路西）

转 让
△ 药 都 东 头 药 店 转

让。电话：63588577

△校场路高层三室二

厅146平方米，精装含家

具。

电话：13937156308

△文化路八一路口营

业中临街旺铺，因另有

发 展 转 让 。 一 至 三 层

600 平方米，门前有车

位，非诚勿扰。贺先生

13849783476

小家丁家电清洗
主营油烟机、空调、

洗衣机、冰箱清洗和窗

帘、地毯、沙发清洗，甲

醛治理。城区服务热

线：114转小家丁，全国

连锁，诚邀加盟。

加盟热线：61171999

转让一级代理权
营业中大型快递公

司，因身体原因现忍痛转

让一级代理权，覆盖市区

重要地段：金玛特、丹尼

斯、大统、红都、世纪百

货、摩根等有公司月结客

户。欢迎来电洽谈！温

总18625663701

门面转让
工业路十年手机店

因店主去外地发展转

让，位置好房租低，接手

即盈利。

电话：13623777795

狗粮 黄粉虫
纯天然狗粮批发零

售加工定做，免费送货，

公司诚招区域代理。

供黄粉虫种虫，免费

提升技术、养殖工具、上门

指导、签回收合同。直销

鲜虫、干虫、宠物食品。

电话：15738089833

17698393636

出 租
△蒲电家属院三室两

厅房屋出租。

电话：13938970164

△无转让费，中医院

旁门面出租。

电话：15537787858

△某三类医疗器械公

司出租或出售。

电话：18937761236

△仲景南路写字楼出

租 。 联 系 电 话 ：

15238119718

出 租
八一路电厂后门，

一楼 300 平方米，2 楼

200 平方米，可做仓库

办公用地，对外出租。

电话：15938843975

出租写字楼
孔明路建业凯旋广

场 198 平方米写字楼，

76平方米公寓，独立大

车位出租，环境好，朝向

好，位置好。长期租用

价优。

电话：13037681369

防水补漏
主修房顶、厨 卫、

地下室等各种防水补漏

工程，保修十五年。卫

生间免砸砖，终身不漏。

地址：工业路与光武

路交叉口国鑫防水 电

话：13525174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