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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葡萄牙圣安东尼奥３月

9 日电 身陷“死亡之组”的中国女

足 9 日晚 0∶3 不敌四度阿尔加夫杯

冠军瑞典队，以 1平 2负 0进球的成

绩在A组最终排名垫底。

开场仅 4 分钟，效力于巴黎圣

日耳曼队的前锋阿斯兰尼便利用门

前混战的机会攻破中国门将王飞的

最后防线，为目前世界排名第五的

瑞典队取得领先。

第 32分钟时，瑞典中场福尔克

松一人面对中方 5 名队员围堵，争

球过程中在禁区右侧边缘被绊倒，

尽管中方选手并无过激行为，出脚

也确实触到了球，但智利主裁卡瓦

加尔还是判了进攻方点球。瑞典队

长谢林走上罚球点，王飞判断对了

方向但未能扑出。

7 分钟后，瑞典队利用角球机

会再入一球，卢本松发出的角球在

门前找到前锋贾克博森，中国门将

情急跃起，皮球随着她的这一低级

失误直打网兜。

纵观全场比赛，中国队在射门

次数上与对手打平，都是７次，但进

攻效率明显处于劣势；其他数据中，

中国队赢得 5 次角球机会，瑞典有

10 次，前场任意球的次数上中国队

则以5∶1领先。

另外，在上半场第 15 分钟时，

来自江苏的中国射手杨丽于左路带

球突破的过程中，在禁区内遭对方

防守队员恶意推搡，但当值主裁却

视而不见，场边中方教练组的抗议

也未被采纳。

主教练郝伟赛后遗憾地表示，

如果当时裁判认定那是一个应该判

点球的犯规动作，整个比赛的进程

都有可能被扭转。

不过，对方主教练桑德哈格认

为中国队在比赛中的表现证明她们

是支战术过硬的球队。她说：“这是

支技术型球队，有很多年轻但有潜

力的球员。比赛中、特别是开场之

初，她们给我们的后防线制造了不

小的压力，让我们感觉很不适应。

最终能3∶0取胜，我很高兴。”

郝伟也对女足姑娘们的整体表

现加以鼓励：“今天这场球我们特意

在进攻和防守上都做了一些战术尝

试，从过程来看有一定效果，是我们

三场比赛以来进攻做得最好的一

次，整场比赛打得非常快，也创造了

一些进球的机会。”

中国队总共积1分、净失球5个

的成绩不但在A组垫底，也在三组横

向对比中成为“吊车尾”。按照阿尔

加夫杯今年修改后的赛制，她们11日

将与世界排名第42位的C组末名葡

萄牙队进行第11、12名的排位赛。

解 读

要暖要萌要勇猛
电影萌物不好当

自电影尤其是动画片诞生以

来，银幕上憨态可掬的萌宠形象不

断丰富。远有百年偶像米老鼠，近

有随《超能陆战队》走红的机器人

大白。不过随着电影工业的不断

发展和观众口味越来越高，现在的

电影萌物可是越来越不好当了。

不光要相貌可掬、性情温良，还要

有上天入海、英雄救美的本领，才

可以外能御强敌，内抚小伙伴。除

了大白，近来不少走红的萌物都各

怀绝技，快来看看有没有你中意的

那一只吧！

充满萌态和喜感的黄金配角，向来
是迪士尼动画片制胜的绝招。而这些
电影中的非人类角色，经常无心栽柳地
抢了主角风头，成为观众们的心头爱。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喜爱这些角色，固然
这是电影创作者有意为之，比如给它们
一个憨态可掬的外表，或是讨人喜爱的
性格。不过《帕丁顿熊》的导演和制片
人却认为，人们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些角
色身上投入了自己的情感。

《帕丁顿熊》导演保罗·金分享了自
己童年时的最大心愿——拥有一个像
E.T.那样的外星人朋友。他表示，人类
很容易对电影中的非人类角色产生同
情，并且把对自己或者周围人身上的情
感和品质投射到这样的角色身上，“这
大概是人的共性，就像儿童

的玩具都是很柔软的动物形象，比如像
泰迪熊。如果这个形象是一个人，我们
反而不太会把情感投入到他上面。还
有就是这样的非人类角色更容易让人
想拥有它。比如很多女性观众就非常
想要一个大白这样的男朋友”。

制片人大卫·黑曼则表示，正是看
到观众很容易把情感代入到这样的非
人类角色身上，他们在塑造“帕丁顿熊”
的时候赋予了这个角色非常多人类的
共性在里面，“比如孤独感，还有一些很
传统的英国式的个性，最关键的是让角
色拥有丰富的情感，这样才会与
观众心灵相通”。（聂宽冕）

萌版超级英雄——大白
出处：《超能陆战队》
身份：医疗机器人
萌点：脸 必杀技：熊抱
闪亮时刻：在异次元世界中，大白

勇敢地放弃了自己，把生还的希望留给
了小宏。

萌宠名言：“你好我叫大白，是你的
私人健康助理，我察觉到你需要医疗护
理。”

据说《超能陆战队》远在国内上映
以前，大白就声名远播了，以至于很多

观众以为这是一部叫作《大白》的
电影。电影在国内上映后，大白
不出所料地火过主角，不过相比
其他只靠卖萌就能受欢迎的“同
行”，大白显然拥有更高技能。
它可以在任何你需要的时候将
你整个周身拥抱入怀，用饱满与
温暖填充你，时时刻刻关心你的
身体健康状况，连情绪都照顾得

体贴入微，而经过升级后，它又
可以化身超级英雄，抵御强

敌，关键时刻牺牲自己
——简直就是完美

男友的代表！

Mr.异乡人——帕丁顿熊
出处：《帕丁顿熊》
身份：来自秘鲁的熊
萌点：纯真的眼神 必杀技：果酱
闪亮时刻：撑着雨伞飞上天空
萌宠名言：每个小熊都需要一个家。
这是一头令人爱不释手的小熊，他

有各种乱来一气的任性，还有偶尔动怒
的脾气，但也会做出可爱的表情和动
作，写出让人暖心的信，还有对于目标
的坚持，以及最让人想抱抱或者摸头的
孤独。它让观众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自
己的孤单，随着小熊逐渐找到一个家，
自己心里也就暖暖的。正应了电影的
台词：每个小熊都需要一个家，而每个
家也都需要一只小熊。一只闯入生活
的小熊，让一个家庭和小熊自己都重新
发现了爱，在这里，这只可爱的小熊成
了爱的象征品。

动画版卓别林——小黄人
出处：《神偷奶爸》
身份：变种 DNA、脂肪酸加香蕉泥

做成的生物
萌点：肤色、大眼睛、工装裤以及喋

喋不休的台词
必杀技：进可欺身压强敌，退可居

家献爱心
闪亮时刻：《神偷奶爸 2》中帮助格

鲁和露西夺回北极实验室。
萌宠名言：￥@￥#……%￥……

￥&%“……
别看这些短胳膊短腿、爱吃香蕉的

小黄人身材不高，但是工作效率却极
高，上得了工厂出得了厅堂，下得了厨
房入得了儿童房——把格鲁收养的三
个女孩照顾得童年快乐，还有一种能把
事情搞砸的奇异天赋，关键时刻总帮倒
忙，让人哭笑不得。他们性格热情又顺
从，习惯团队生活，对一切好奇，永远都
高兴，还有点儿玩世不恭，特别擅长自嘲
和互相调侃。他们有情趣，有思想，还拥
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语言体系——那
种独特的语言系统，对话没人能够听
懂，但呆里呆气、永远“叽叽喳喳”的发
音还是不禁让人捧腹。丰富的肢体语
言和台词，表演方式简直就是动画界的
卓别林啊！

人工智能——塔斯&凯斯
出处：《星际穿越》
身份：机器人 萌点：走路姿势
必杀技：测谎、幽默感
闪亮时刻：像四足动物奔向飞船，

最终救了布兰德博士一命。
萌宠名言：库珀:塔斯，你的信任值

是多少？—塔斯:显然比你们低。
走进影院看《星际穿越》是冲着克

里斯托弗·诺兰的智慧，或是安妮·海瑟

薇的高颜值。不过走出影院，不少人却
爱上了一个叫塔斯（Tars）的机器人。影
片中，这个冰箱状的机器人和他的伙伴
凯斯（Case）陪伴在人类身边，卖萌、解
密、临危救人。它们造型简洁、科技感
十足，不仅拥有聪明机智的头脑、无与
伦比的超能力，还对主人百分之百忠
诚，可辨别善恶，最主要的是幽默感十
足，几乎“承包”了片中的所有笑点，绝
对称得上“年度最佳萌宠”。

宇宙暖男——格鲁特
出处：《银河护卫队》

身份：银河护卫队的“树盾”、火箭

浣熊的“跟班”

萌点：富有磁性的嗓音和憨厚的表情

必杀技：怪兽级别的力量、植物控

制能力

闪亮时刻：护卫队五人小组从飞船

跌落时，格鲁特将自己的枝叶无限延伸

成球状包裹住同伴，使得他们免于受

伤，但是自己却粉身碎骨。

萌宠名言：I′“G“°°ι!
谁也没想到，看似呆傻的树人格鲁

特撑起了《银河护卫队》的萌点与泪点。
这个角色从始至终只说过两句话“我是
格鲁特”“我们都是格鲁特”。虽有思想，
但受局限，语言表达能力受限，不过它也
是说得少做得多的典范。杀敌时冲在前
面，最后还为了同伴牺牲自我。同时格
鲁特还是一位博学的宇宙工程师，他的
学识经常帮助队伍化险为夷。

疯狂萌宠总抢镜他们都是人自己

北京警方 10 日下午证实，警方抓
获两名涉毒演员。据知情人透露，其中
一名为演员王学兵。

经初步核实，王某某就是内地知名
演员王学兵，张某则是演员张博。警方
透露，3月9日警方根据民众举报，在朝
阳区某小区内，将涉嫌吸毒的 36 岁演
员张某查获。该人尿检呈冰毒阳性，现
场起获冰毒等毒品 10 多克。经过审
查，该人对其吸毒行为供认不讳。

北京警方经过进一步侦查，将涉毒
人员 43 岁演员王某某、36 岁某杂志美
术女总监候某某抓获。目前，此案正在
进一步审查中。

有知情人透露，王学兵吸毒长达15
年以上，毒瘾非常大。他和前妻演员孙
宁离婚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吸毒。

王学兵 1971 年 9 月 6 日出生于新

疆乌鲁木齐，199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
院表演系。1998年出演青春偶像剧《将
爱情进行到底》走入观众视线；2001 年
凭借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名，
并荣获“中国电视艺术双十佳演员”
奖。之后相继主演了《绝对控制》、《青
鸟的天空》、《七剑下天山》、《羊城暗哨》
等多部热播剧而被观众熟知。2014年，
他参与主演的《白日焰火》在柏林国际
电影节上斩获最高奖金熊奖。

王学兵除演艺事业之外，还热心社
会公益事业，连续 12 年担任中国法学
会“反家暴网络形象大使”，荣获多个公
益奖项和“爱心大使”称号，曾出任北京
市禁毒义务宣传员。

张博因出演电视剧《重案六组》中
青年刑警黄涛而走红，在电影《失恋 33
天》中饰演负心男友陆然。 （中 新）

王学兵涉毒被北京警方抓获

10日上午，笔者从多个相关渠道获
悉，由于与高峰事件相关，上海警方已
经将邱启明拘留，拘留原因不明。而邱
启明的电话，但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其实早在 9 日晚上，就有传言称，
邱启明是在 9日早上飞回北京的，而当
晚他会飞回上海处理事情善后。

当日晚上 9点左右，有记者曾拨通
过邱启明的电话。接听者正是邱启明
本人无疑。当听说是记者，邱启明则表
示，“您好，我现在不方便说话。我在录
节目。”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已经在上海，
邱启明则表示，“我正在北京录节目。”
之后便挂断电话。 （腾 讯）

央视前主播邱启明打人获保释相关新闻

王学兵

阿杯：中国女足0比3完败瑞典
创史上最差排名

《超能陆战队》剧照

小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