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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
12日晚，2017-2018中国足协室
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赛会制比
赛英德站落下帷幕。受主力停
赛、受伤等不利因素影响，珠海名
实队先以1比3负于武汉三峡地
龙队，再以2比3负于内蒙古雪
狼队，两战皆负，空手而回。

本赛季五超联赛包括珠海名
实、深圳铁狼等10支国内顶级的
五人制足球俱乐部参赛，除了18
轮90场的常规主客场双循环赛
外，还有5站9轮共计45场的赛
会制比赛，两项赛事成绩相加最
终决出联赛冠军，而联赛的冠军
球队将代表中国参加亚足联五人
制足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广东英
德站是赛会制比赛的其中一站，
全程四天，各队要完成两场比赛。

在第12轮4比4战平武汉三
峡地龙的比赛中，珠海名实外援
皮艾尔被罚红牌，停赛两场，错过

了英德站的两场比赛。在当场比
赛结束后，珠海名实主教练巴西
人毕波尔表示，这张红牌将对球
队造成不利影响。果不其然，在
缺少皮艾尔以及多名主力受伤病
困扰不能出战的情况下，珠海名
实先在10日以1比3负于老对手
武汉三峡地龙。12日，又因主力
李顺荧累计三张黄牌停赛，珠海
名实在两员大将缺阵的情况下两
度落后两度追平，可惜比赛末段
球员们出现了体能下降、注意力
不集中的情况，被对手抓住机会
再度领先，最终珠海名实以2比3
负于内蒙古雪狼。

英德站过后，珠海名实7胜3
平 4负积 24分，列积分榜第五
位。12日晚，珠海名实助理教练
霍日宁告诉记者，英德站两场比赛
未得分，给球队往后的比赛造成压
力，但球队有信心能及时调整球员
心态，落实好主帅的新理念、新战
术，在余下比赛中奋起直追，力争
完成球队本赛季争冠的目标。

依据赛程安排，珠海名实队
的下一场主场比赛将在4月1日
举行，对手是青岛英派斯辰希队。

五超联赛英德站赛罢

珠海名实队两战皆负

新华社伦敦3月11日电 英
超联赛11日进行了第30轮的两
场比赛，韩国球星孙兴民独中两
元，带领热刺在客场以4:1大胜
伯恩茅斯，积分上升至第三位。

热刺上半场大部分时间处于
被动，伯恩茅斯队的斯坦尼斯拉
斯先是一脚射门击中横梁，接着
在第7分钟终于抓住机会打破僵
局，这是伯恩茅斯球员自2015年
10月以来第一次攻破热刺球门。

第30分钟，热刺队头号射手
凯恩因为在与伯恩茅斯门将碰撞
中踝关节受伤，被迫下场，但热刺
神奇般恢复了士气，5分钟后，阿
里就打入了16场比赛以来的首
粒进球，将比分扳成1:1。

凯恩的离场让孙兴民成为前
锋线上的主角，他在第62分钟和
第87分钟连入两球，热刺以3:1
领先，伤停补时阶段，奥利尔锦上

添花，将比分变成4∶1。
“周三的比赛过后，我们恢复

得非常完美，我非常高兴，这种反应
对全队至关重要。”热刺主帅波切蒂
诺说。热刺在四天前的欧冠八分
之一决赛中，被尤文图斯淘汰。

目前在联赛榜上，热刺积61
分跃居第三，领先利物浦一分，落
后位居第二的曼联4分。

状态惨淡的阿森纳终于迎来
了三连败后的首场胜利。第8分
钟，穆斯塔菲接厄齐尔传中头球
破门，奥巴梅扬在第59分钟再入
一球，比分变为2:0。沃特福德的
迪尼主罚点球被切赫扑出，第77
分钟，姆希塔良攻入了阿森纳的
第三个球。阿森纳以48分仍然位
列积分榜第六，落后切尔西8分。

英超第30轮的最后一场比
赛将于12日进行，由“领头羊”曼
城对阵倒数第二名斯托克城。

英超联赛阿森纳结束三连败

孙兴民两球助热刺大胜

新华社罗马3月11日电 意
甲足球联赛第28轮11日继续展
开争夺，卫冕冠军尤文图斯主场
2:0击退乌迪内斯。由于在稍晚
进行的焦点战中，那不勒斯客场被
国际米兰逼平，“斑马军团”在少赛
一场的情况下反超那不勒斯1分
登顶积分榜。

尤文图斯此前联赛 10 连
胜，又刚刚在欧冠联赛中客场逆
转热刺，球队士气正盛。前锋迪
巴拉在第20分钟就通过直接任
意球帮助主队打破僵局。虽然
第38分钟，迪巴拉制造的点球
被伊瓜因射失，但迪巴拉在第
49分钟再入一球，帮助球队锁
定胜局。尤文图斯豪取11连胜，
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联赛积分
超越那不勒斯。

稍后进行的比赛中，获胜才
能夺回“领头羊”位置的那不勒斯
在梅阿查球场则没有得偿所愿，
国际米兰在主场0:0闷平对手。
双方最好的机会是国际米兰创造
的，坎塞洛左路任意球斜传禁区，
什克里尼亚尔在门前9米处顶出

弹地球击中远门柱。
另外，博洛尼亚主场0:1不

敌亚特兰大，卡利亚里2:2被拉
齐奥逼平，克罗托内4:1大胜桑
普多利亚，萨索洛1:1与斯帕尔
握手言和，AC米兰则客场1:0压
哨绝杀热那亚。

意甲足球联赛尤文图斯完胜登顶

国际米兰战平那不勒斯

“这几年看到的藏语电影
都很有意思，并没有因为语言问
题‘困’在‘小圈子’里。”在青海
生活了 20年的荷兰人Klaas
说，“这些电影也在向外界展现
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藏区。”

近年来，多部中国藏语电
影走出国门，参加诸如柏林、威
尼斯等国际性电影节，在国际
影坛崭露头角，相关藏族导演
表示关键在于记录现实，还原
真实。

2018年2月，藏语儿童电
影《旺扎的雨靴》入围柏林国际
电影新生代竞赛单元。本届柏
林国际电影节共有39个国家
的2000多部影片参赛该单元，
最终仅有14部作品入围，该影
片在电影节期间公映4场。

“这部影片想要表达的(内
容)很简单，通过影像的语言向
外界呈现一名藏区儿童的单纯

‘梦想’，让外界了解来自藏区
的表达方式。”电影《旺扎的雨
靴》导演拉华加说。

在过去的一年里，藏语电
影《塔洛》DVD在北美发行；《草
原的河》在日本东京岩波影院公
映，并在日本东京、大坂、名古
屋、神户、横滨、札幌、福冈等11
个城市，近50所影院公映。

“用影像的方式还原一个
真实的藏区，对藏文化去神秘化
和消费化，是一种文化翻译的愿

望，也是一种天然的交流诉求。”电
影《塔洛》导演万玛才旦说，“很多
人会认为我的作品是拍给藏族观
众看的，或者给国外电影节看的，
其实无论是在创作之初还是在后
期制作当中，我从来都没有对受众
有一个提前的预设。”

据了解，万玛才旦曾凭借该
部影片入围第72届威尼斯电影
节“地平线”竞赛单元，并在第52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中斩获最佳改
编剧本奖；此前其作品《静静的嘛
呢石》和《老狗》也在北美做了院
线和DVD发行。

《草原的河》系松太加执导藏
语影片《河》在日本上映名，这也是
中国藏语电影首次在海外公映。

“影像在讲述人类一种共通的
情感，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表达方
式，在拍片的时候我并不把自己限
定为藏族人，试图影像能让其他民
族和国家的人读懂。”松太加说。

记者梳理发现，在过去的一
年里，与藏语电影相关产业也在
崭露头角，诸如中国藏区首个影
视制作基地“穹庆”在青海投运、
中国藏区首个影视原创剧本大赛
开奖等。

“近年来藏族影视文化产业
市场显现繁荣，伴随藏族人思想
意识的蜕变，从事此行业的年轻
人也越来越多。”“穹庆”影视制
作基地负责人索南仁青加说。

“电影作为一种影响力较大

的媒介，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随着时代的推进，
其影响与日俱增。”藏族学者尕
藏加洋在其《藏族题材电影和
藏族电影中的文化反思》中认

为，电影不仅承担着娱乐休闲、
艺术表达、文化表现和创造利
润的重任，更是现代人类进步、
社会演变的一面镜子。

（新华网）

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的藏文化。新华社发

藏语儿童电影藏语儿童电影《《旺扎的雨靴旺扎的雨靴》》亮相第亮相第68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
电 中美合拍科幻电影《环太
平洋：雷霆再起》将于23日起
在中国和美国同步公映。该片
继续讲述“环太平洋”强国联手
研制高大机甲战士对抗外星生
物来袭的故事，和前作最大区
别是打斗场面改在了白天。

导演斯蒂文·S·迪奈特12
日在京介绍，《环太平洋：雷霆再

起》故事发生在距前作战乱结
束10年之后的2035年。随着
科技的进步，机甲战士更新换
代，拥有了更先进的功能和更
强劲的战斗力，但外星生物仍
对地球蠢蠢欲动，当海底虫洞
再次被打开，进化而来的怪兽
更加庞大且智慧，它们似乎酝
酿着更具威胁的阴谋，地球再
次陷入被巨兽侵袭的危机……

迪奈特说，他很喜欢吉尔
莫·德尔·托罗导演的上一部，
下雨、阴暗、潮湿的场景是其最
大特色，而他导演的第二部想
做一些改变：机甲战士升级了，
动作场面也改到了白天。

据悉，影片主演包括了景
甜、张晋、蓝盈莹、于小伟、陈梓
童等不少中国演员，部分场景
也在中国拍摄。

《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将在中美同步上映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
由中宣部、中国文联支持，中国
音协主办的“中国当代歌曲创
作精品工程——‘听见中国听
见你’2017年度优秀歌曲推选
活动”日前揭晓，20首优秀歌
曲脱颖而出。著名作曲家李需
民的《雁儿飞》（李旭生作词、喻
越越演唱）榜上有名，这也是广
东省唯一的一首入选作品。

“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
工程——年度优秀歌曲推选活
动”是中国音协唯一的常设创作
奖项。就其评选而言，比金钟奖
更增加了难度。歌曲《雁儿飞》
曾在广东省“中国梦”主题歌曲
征集中获得最佳歌曲奖；获得广

东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连续九
周打榜，两周登顶冠军，受到全
国听众的喜爱。

歌曲《雁儿飞》是新主旋律
歌曲创作的一次成功尝试。词
作家借雁儿飞的形象细致刻画
了情醉山河、心恋祖国，翱翔为
圆梦、奔波撒春晖的赤子胸怀。
作曲家选取了六拍子来表达流
动的音律，采用简洁、口语化表
现大雁飞行的形象和被喻主体
的喜悦之情，音乐形象鲜明独
特。著名乐评人金兆钧撰文对
《雁儿飞》予以高度评价。

著名作曲家李需民系广东

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珠海市音
乐家协会主席，中国音乐金钟奖
三次获得者。其歌曲作品因脱
俗、情真、旋律美、重意象重境
界、具有诗的文学品质而被业内
称道。多年来，李需民佳作频
出。仅2016年就有8首歌曲作
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2017年
有8首歌曲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24首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出。今年，他也有3首歌曲在
央视“两会”专题节目中播出。

尤其是李需民作曲、吴碧霞
演唱的《中国梦》已在全国范围唱
响。连续三年在央视播出60余
次，在全国各地文艺舞台上，《中
国梦》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曲目。

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听见中国听见你”年度优秀歌曲推选

珠海李需民作品《雁儿飞》脱颖而出

3 月 12 日，
在 2017-2018 赛
季中国女子篮球
联赛季后赛总决
赛 第 二 场 比 赛
中，北京首钢队
主场以 82 比 55
战胜山西竹叶青
队。

新华社发

WCBA季后赛总决赛第二场：

北京首钢胜山西竹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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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国际米兰队球员
布罗佐维奇（左）与那不勒斯队
球员哈姆西克拼抢。新华社发

中国藏语电影展露“国际范儿”

据新华社洛杉矶3月 11
日电 由迪士尼公司发行、漫威
影业出品的电影《黑豹》本周末
三天入账4113万美元，连续第
四周领跑北美周末票房榜。

由瑞恩·库格勒导演、查德
维克·博斯曼等主演的《黑豹》自
上映以来在北美吸金超过5.62
亿美元，全球票房总收入达到
10.78亿美元。该片是迪士尼
公司发行的第16部全球票房总
收入突破10亿美元的影片，也
是“漫威电影宇宙”系列中第5
部超过10亿美元票房的影片。
该片在北美赢得了普遍赞誉，被
认为是好莱坞电影迈向多元化
主题的里程碑之作。

本周北美周末票房榜排名
第二的奇幻电影《时间的皱纹》
同样由迪士尼发行，周末三天
入账3331万美元。该片改编
自1962年的同名经典奇幻小
说，拍摄成本高达1亿美元。
影片由女导演阿娃·杜威内执
导、15岁的女演员斯托姆·里
德担当主角，讲述女主人公在
寻找失踪父亲的过程中踏上了
一段奇幻旅程。

排名第三的是阿维龙影业
发行的恐怖片《陌生人2》，周末
三天入账1048万美元。影片讲
述一家人在旅行中遭到变态杀
人狂的追杀后奋力求生的故事。

《黑豹》连续四周
领跑北美周末票房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