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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息全宇宙瞬息全宇宙》》领跑第领跑第9595届奥斯卡入围名单届奥斯卡入围名单
亚裔演员首获最佳女主角亚裔演员首获最佳女主角提名提名

杨紫琼杨紫琼：：奥斯卡奥斯卡，，冲冲！！

心声>>>

最佳影片

《西线无战事》
《阿凡达：水之道》
《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
《猫王》
《瞬息全宇宙》
《造梦之家》
《塔尔》
《壮志凌云：独行侠》
《悲情三角》
《女人们的谈话》

最佳导演

托德·菲尔德《塔尔》
关家永 丹尼尔·施因内特《瞬息全宇宙》
马丁·麦克唐纳《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造梦之家》
鲁本·奥斯特伦德《悲情三角》

最佳男主角

奥斯汀·巴特勒《猫王》
布兰登·费舍《鲸》
比尔·奈伊《生之欲》
科林·法瑞尔《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
保罗·麦斯卡《晒后假日》

最佳女主角

凯特·布兰切特《塔尔》
安娜·德阿马斯《金发梦露》
米歇尔·威廉姆斯《造梦之家》
安德烈娅·瑞斯波罗格《致莱斯利》
杨紫琼《瞬息全宇宙》

第95届奥斯卡奖
部分奖项提名名单

1962 年，杨紫琼出生于马来西亚
一个富裕家庭，祖籍中国福建。因为母
亲希望她成为名门闺秀，杨紫琼自幼便
学习芭蕾舞、画画、钢琴，15岁时就考
进了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因为一次意
外受伤，杨紫琼无缘成为专业芭蕾舞演
员，反而因为在选美比赛中获得冠军，无
心插柳地进入了娱乐圈。

初入行时，杨紫琼被电影公司定位
为“美丽花瓶”，但生性要强的她厌恶
演那种一直喊“救命”的女性角色，决
定另辟戏路。

在著名动作演员洪金宝的帮助下，
杨紫琼苦练武术和体能，改走吃力不讨
好的“打女”路线，并很快因“拼命三
娘”的风格在香港动作片领域闯出自己

的一片天。
1997 年，杨紫琼出演了她职业生

涯中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007之明日
帝国》，成为“007”系列里第一位亚裔

“邦女郎”。最重要的是，杨紫琼饰演
的这位“邦女郎”并不是衬托英雄邦德
的“花瓶”，而是可以搭救邦德性命的
功夫高手，彻底改变了“邦女郎”的角
色定位，也让好莱坞记住了这个漂亮、
能打、会演戏的亚裔女演员。

2000年，杨紫琼与李安导演合作
了武侠电影《卧虎藏龙》，在国际市场
上收获巨大成功，也让她在好莱坞拥有
了更多机会。此后，她陆续出演了《摘
金奇缘》等话题电影，直至2022年，她
遇到了《瞬息全宇宙》。

另辟戏路

既要能打又要会演戏

本月初，在有“奥斯卡风向标”之称
的第80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颁奖典
礼上，杨紫琼斩获音乐/喜剧类电影最
佳女主角，成就了她职业生涯的最璀璨
时刻。当时就有美国权威媒体预测，杨

紫琼必然会获得第95届奥斯卡最佳女
主角提名。

1月24日，预测果然成真，杨紫琼
成为奥斯卡奖自1929年创办以来，首
位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亚裔演员。

越老越红

荣膺金球奖最佳女主角

《瞬息全宇宙》是杨紫琼去年推出
的英文电影，她在片中饰演一位人生

“四处漏风”的落魄老妈，经营的小本
生意陷入困境，家庭关系也千疮百孔，
但当一切似乎不能更坏时，这位老妈却
被来自平行世界的神秘力量告知，她才
是唯一能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用奇幻喜剧的笔触刻画平凡女性
力量的《瞬息全宇宙》上映后引发无数
共鸣，横扫去年各大电影奖项，杨紫琼
也凭借这个“逆袭老妈”的角色拿奖拿
到手软。去年底，杨紫琼还获选《时代
周刊》2022年度偶像，成为史上首位获
此殊荣的华裔女星。

表现出彩

横扫各大奖项 恭喜“落魄老妈”

奥斯卡提名名单公布后，杨紫琼接
受了媒体采访。她坦言这几天都很焦
虑，担心如果自己没有获得提名，会让
那些信任她的人失望。

杨紫琼在采访中表示，她在表演的
道路上走了很久才拿到这个提名，而这
个提名的价值远比她个人重要，因为它
能让更多在好莱坞奋斗的亚裔演员被

认可、被注意到。
杨紫琼去年刚过了60岁生日，“所

有的女演员都知道，在如今这个时代，当
你的年龄越来越大，你获得的工作机会
就越来越少。但我很幸福，依然可以和
很多很厉害的人一起工作。我在这个行
业打拼了40年，终于得到了认可，所以
等待是值得的。”

“奋斗的亚裔演员终于得到认可”

在竞争最激烈的最佳影片争夺战
中，《瞬息全宇宙》将对战《西线无战
事》《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猫王》《阿
凡达：水之道》等9部影片。关家永和
丹尼尔·施因内特则将与史蒂文·斯皮
尔伯格（《造梦之家》）、托德·菲尔德
（《塔尔》）、马丁·麦克唐纳（《伊尼舍林
的报丧女妖》）、鲁本·奥斯特伦德（《悲
情三角》）争夺最佳导演奖。

《瞬息全宇宙》华裔男演员关继威获
最佳男配角奖提名，该片华裔女演员许

玮伦和另外一位演员杰米·李·柯蒂斯同
时入围最佳女配角奖。

科林·法瑞尔（《伊尼舍林的报丧女
妖》）、奥斯汀·巴特勒（《猫王》）、布伦
丹·弗雷泽（《鲸》）、保罗·麦斯卡（《晒后
假日》）、比尔·奈吉（《生之欲》）将争夺
最佳男主角奖。

曾凭借《包宝宝》斩获第91届奥斯
卡奖最佳动画短片奖的华人女导演石之
予，此次以其执导的皮克斯动画片《青
春变形记》入围最佳动画长片奖提名。

华裔演员大放异彩

新华社武汉 1月 25日电 武汉长
江俱乐部25日发布公告，宣布今后将
不再参加中国男子足球职业联赛。

“从2012年起，球队连续11个赛
季代表湖北武汉参加中国足球职业联
赛，延续了职业足球发展根脉。”武汉
长江俱乐部在公告中说，“十一年来，
在我俱乐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省、市
政府和体育部门的关心和帮助，得到
了广大球迷的拥护和支持。在此，我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武汉长江俱乐部表示，将本着高
度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球员和教
练员薪水等各项善后工作。“我们在俱
乐部和球队管理运营方面有很多地方
做得不够好，在此向广大球迷和关心
我们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真诚的歉
意。俱乐部投资人将继续支持青少年
足球、足球运动普及、足球教育等工
作，努力为湖北武汉体育事业发展作
出贡献。”

武汉长江俱乐部（原武汉卓尔）在
2018赛季升入中超联赛，在2022赛季
中超排名倒数第三，降入中甲联赛。

“橙衣军团”宣布退出中国男子足球职业联赛

相伴十一载“长江”东流去

2022 年 9 月 29 日，武汉长江队球员
韩轩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新华社伦敦 1月 23日电 英超埃
弗顿俱乐部23日宣布，鉴于球队近期
的战绩和现在的排名，主帅兰帕德已
经离任。

44岁的英格兰少帅兰帕德去年1
月成为埃弗顿主帅。虽然上赛季率领

“太妃糖”保级成功，但本赛季以来埃
弗顿战绩糟糕，20轮 3胜 6平 11负积
15分，仅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在垫底的
南安普敦之前。

21日败给西汉姆联，成为兰帕德
“下课”的“最后一根稻草”。西汉姆联
和埃弗顿本赛季以来的战绩都相当惨
淡，两位主教练的帅位也都岌岌可
危。但西汉姆联最终2:0胜出，目前以

18分暂列第16。
埃弗顿俱乐部在声明中表示，俱

乐部中的每个人都要感谢兰帕德及
其教练组在这极具挑战的 12个月中
所付出的努力，“弗兰克（兰帕德）和
他团队在此间的投入和奉献有目共
睹，但球队最近的成绩和目前的联赛
排名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出这一艰难
的决定”。

英国媒体消息称，67岁的阿根廷
名帅贝尔萨是埃弗顿物色的主帅候选
人之一。贝尔萨自去年2月被利兹联
解雇以来一直赋闲。另外，前伯恩利
主帅戴奇也是埃弗顿俱乐部讨论的人
选之一。

本赛季20轮仅取15分

埃弗顿主帅兰帕德“下课”

英超>>>

新华社罗马 1月 24日电 意大利
足球甲级联赛24日结束第19轮比赛，
拉齐奥队主场4:0大胜AC米兰队，积
分追平国际米兰和罗马队，升至联赛
积分榜第三。

拉齐奥队仅用四分钟便拔得头
筹，扎卡尼左路送出横传，米林科维奇
门前轻松破门。第38分钟，拉齐奥队
扩大了领先优势，马鲁西奇的射门击
中立柱弹出，扎卡尼补射将球打进。

易边再战，拉齐奥队在第65分钟

取得第三粒进球，卡卢卢犯规送点，阿
尔贝托为“蓝鹰”主罚命中。第 75分
钟，凭借一次出色的团队配合，安德森
推射破门。

状态疲软的AC米兰队在本场比
赛过后，已经在各项赛事连续五场不
胜。主教练皮奥利赛后表示：“显然现
在球队有很多问题，无论是心态还是
战术。我之所以谈这些是因为我不得
不接受采访，进行发言。不然，我们现
在应该做的是一言不发、埋头努力。”

0：4惨败于拉齐奥

AC米兰五场不胜

意甲>>>

新华社日内瓦1月24日电 2023
年女足世界杯的比赛用球24日亮相，
足球的名字定为“OCEAUNZ”，蕴含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举办这届世界
杯的含义。

国际足联在公布这一比赛用球时
说：“OCEAUNZ的设计灵感来自两个
主办国独特的地理地貌，用线条表现
出新西兰的山脉，以及澳大利亚与印

度洋之间的联系。”
2023年女足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延

续了 2022 年卡塔尔男足世界杯的技
术，足球可以实时地将比赛数据传递
给场边的视频裁判，以便裁判及时对
比赛情况进行分析。

本届世界杯将于7月20日至8月
20日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举办，揭幕战
在新西兰上演，决赛在澳大利亚进行。

2023年女足世界杯比赛用球公布

设计灵感来自主办国独特的地理地貌

亮点>>>

又是一年奥斯卡颁奖季。北
京时间1月24日晚，第95届奥斯
卡奖提名名单公布，杨紫琼凭借电
影《瞬息全宇宙》获得最佳女主角
提名，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
主角奖提名的亚裔演员。

杨紫琼不久前刚刚在美国电
影电视金球奖折桂音乐/喜剧类电
影最佳女主角奖，此番将面对凯
特·布兰切特（《塔尔》）、安娜·德阿
马斯（《金发梦露》）、米歇尔·威廉
姆斯（《造梦之家》）和安德烈娅·瑞
斯波罗格（《致莱斯利》）的强力竞
争。此外，杨紫琼主演的《瞬息全
宇宙》以11项提名领跑群雄，除最
佳女主角奖项外，还包括最佳影
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女
配角等奖项提名。第95届奥斯卡
奖颁奖礼将于3月12日在洛杉矶
杜比剧院举行。

从演《卧虎藏龙》一举成名到荣膺金球奖最佳女演员，
杨紫琼成功的背后是40年的摸爬滚打。 文图均据新华网

新华社墨尔本1月25日电 25日
进行的 2023 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中，赛会“九冠王”焦科维奇在男单四
分之一决赛直落三盘轻取五号种子卢
布列夫，第十次闯入澳网半决赛。

本届澳网开赛以来焦科维奇状态
火热，前四轮比赛只丢一盘。当天面
对俄罗斯名将卢布列夫，焦科维奇以
6:1和6:2轻松拿下前两盘。

第三盘卢布列夫状态有所回升，
但焦科维奇仍牢牢占据主动，随着卢
布列夫一记回球下网，焦科维奇以6:4
获胜，豪取澳网26连胜。根据男子职
业网球选手协会（ATP）相关统计，在
四大满贯赛事中，焦科维奇每项至少
10次闯入四强。

焦科维奇在半决赛的对手是美国
选手汤米·保罗。

女单赛场，5号种子萨巴伦卡数次
化解对手的破发点，以6:3和6:2淘汰
维基奇，职业生涯首进澳网四强。萨
巴伦卡将在四强战中对阵里内特，这
位波兰名将以6:3和 7:5战胜前世界
第一普利斯科娃，刷新个人大满贯最
佳战绩。

同日进行的女双比赛，杨钊煊搭
档詹皓晴以两个 1:6 负于高芙/佩古
拉，止步八强。

焦科维奇豪取澳网26连胜

第10次闯进赛事四强

1 月 25 日，焦科维奇在比赛后庆
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