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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世豪加盟北京中赫国安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北京中赫国安足

球俱乐部 7 日宣布，年轻国脚韦世豪已经正
式加入北京中赫国安。

据中赫国安俱乐部介绍，韦世豪生于
1995年4月，身高1米77，出自鲁能青训，曾先
后效力于葡超博阿维斯塔、费伦斯及葡甲莱
雄伊什等俱乐部，上赛季效力于上海上港。
他个人技术突出，身体素质出色，攻击手段多
样，可以胜任中锋、边锋、边前卫等中前场多
个位置。韦世豪曾多次入选国少、国青、国奥
等国字号球队，在2017年首次入选男足国家
队，在东亚杯上出任主力并收获两个进球。
2018赛季，韦世豪将身披中赫国安7号球衣。

此外，中赫国安还宣布上赛季租借到青
岛队的年轻球员王子铭，新赛季将正式归
队。据介绍，生于1996年8月的王子铭身高1
米87，在场上出任中锋，身体条件出众，位置
感好，前场支点作用明显，曾多次入选 22 岁
以下国家队。新赛季他将穿上中赫国安 20
号球衣。

NBA常规赛：勇士胜快船

1月6日，在2017-2018赛季NBA常规
赛中，金州勇士队客场以121∶105战胜洛杉
矶快船队。 （据新华社）

勇士队球员库里在比赛中。

队家兼顾 忠孝两全

席尔瓦
球迷称你是英雄

寒冷的天气，折腾人的赛程，强
悍的对手，曼城中场大卫·席尔瓦却
感受到了职业生涯最温暖的一刻。1
月 7 日与伯恩利的足总杯第 3 轮中，
曼城球迷全体起立鼓掌，献给他和他
早产的孩子。

席尔瓦近来多次缺席曼城的比
赛，进入圣诞魔鬼赛程以及联赛、杯
赛多线作战之际，中场核心屡屡不
见踪影，实在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
的。但席尔瓦有难言的苦衷。上轮
击败沃特福德的联赛后，席尔瓦又匆
匆赶回西班牙，媒体随后披露他家人
需要照顾。一天后，席尔瓦自己在推
特上为几次缺战做出解释，因为儿
子早产，自己不得不两头跑：“我也想
和大家分享马特奥的诞生，作为一名
早产儿，他正在医疗团队的帮助下勇
敢战斗。”

迎战伯恩利，席尔瓦又赶回了球
场。他为球队做出的牺牲令球迷感
动。比赛第21分钟，正当两队杀得难
分难解之际，伊蒂哈德球场看台上，
曼城球迷却全体站起，他们选择在与
席尔瓦球衣号码相同的时间，为心目
中的英雄致以最高的敬意，并为他的
孩子送上诚挚的祝福。

对此，席尔瓦能做出的回报莫过
于帮助球队取胜，将进入足总杯下一
轮的喜悦送给球迷。下半场，他策动
了第3粒进球，助萨内破门。最终，曼
城4∶1逆转伯恩利。

赛后，曼城主帅瓜迪奥拉也向席
尔瓦送上了致敬，“大卫现在做的一
切，足以让他成为俱乐部的传奇。他
发表了自己的声明，并辗转于西班牙
和英国，这很不容易。我们今天非常

高兴，球队每个人都踢得很出色。”
本场攻入 2 球的阿奎罗也

透露，更衣室都支持席尔瓦：
“他正在处理自己（家庭）的

一些问题，我们都支持
他。虽然没有参加很

多训练，但他表现很
出色。他帮助了我

们很多，因为
对于球队，

他 是 一
名非常
重 要 的
球员。”
（金 雷）

苏宁外援马丁内斯转会西甲
新华社南京 1 月 7 日电 继保利尼奥之

后，又一名中超外援“升值”转会到西甲俱乐
部。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 7 日宣布，哥伦比
亚外援罗杰·马丁内斯转会西班牙比利亚雷
亚尔足球俱乐部。

据西班牙媒体透露，转会费为1500万欧
元，这比苏宁2016年引入他时“增值”不少。

苏宁在通报中说，马丁内斯于 2016 年 7
月加盟江苏苏宁，在代表球队出战的43场正
式比赛中打入20粒进球，并送出6次助攻，他
在球场上的精彩表现不仅让中超的球队和球
迷关注，也引起了众多欧洲俱乐部的注意。
对于自己的球员能够加盟欧洲顶级联赛俱乐
部，江苏苏宁给予支持，并最终促成马丁内斯
加盟比利亚雷亚尔。

据西班牙媒体透露，有“黄色潜水艇”之
称的比利亚雷亚尔以 1500 万欧元的价格签
下了马丁内斯，而一年多前苏宁引进马丁内
斯花费了约900万欧元。

贾樟柯用文字讲述光与影
新华社北京 1 月 7 日电 从 1998 年拍摄

电影处女作《小武》到正在拍摄中的电影《江
湖儿女》，导演贾樟柯的电影生涯已走过 20
年。在 1 月正式出版的贾樟柯电影手记《贾
想 I＆II》中，贾樟柯用与电影作品并行的文
字，记录下其镜头内外的生活与思索，梳理了
从1996年至2016年的电影创作与思路历程。

全书以贾樟柯所拍电影为纲，收录文章
以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全景记录了20年来
其思考和活动的踪迹，不仅有其导演生涯各
时期对电影艺术的不倦探索和独特思考，同
时有多篇与电影界、艺术界的代表性访谈，体
现出贾樟柯以电影抒写乡愁、记录时代的情
怀和思路历程。

厦门马拉松“雨中行”

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
新华社厦门1月7日电 2018年国内首场

马拉松“国际金标赛”7 日早晨在大雨中开
跑。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包揽了第 16 届
厦门马拉松男、女前三名。

男子组第一由德吉那·德比拉摘得，成绩
为 2 小时 11 分 22 秒，女子组第一则由法图
玛·萨杜·德尔戈摘得，成绩为2小时26分41
秒。曾多次亮相国内各大马拉松赛事的李春
晖成为本届厦马第一个冲线的中国籍选手。

赛后，男子组冠军德比拉对记者表示，自
己已经拼尽全力，由于天气原因，能收获冠军
已十分不易，无法苛求成绩上的突破。

赛前备受关注的第十三届全运会马拉松
专业组亚军、创造了2017年国内男子选手全
马最好成绩的杨定宏，由于前半程发力过猛，
最终名列国内组第三。

谁是巴塞罗那队史上身价
最高的球员？不是梅西，也不
是苏亚雷斯，而是刚刚加盟的
库蒂尼奥！1月7日，西班牙巴
塞罗那俱乐部官方宣布，巴西
球星库蒂尼奥正式加盟球队，
双方签署了一份为期 5年半的
合同。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
巴萨为了得到“库鸟”，付出了1.6
亿欧元的巨额转会费，这一数字
不仅让他成为巴萨队史身价最
高的球员，同时也刷新了世界
足坛冬窗转会费的纪录。

其实，库蒂尼奥与“红蓝军
团”的绯闻由来已久，在内马尔
于去年夏天以 2.22亿欧元的天
价转投巴黎圣日耳曼之后，巴
萨就对这位同样来自巴西的

“鬼才”抛去了橄榄枝，不过，由
于“库鸟”的前东家利物浦在当
时坚决不肯放人，“宇宙队”在
夏窗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法
国新星奥斯曼·登贝莱。

不过，巴塞罗那方面一直
没有放弃对库蒂尼奥的追逐，
在多次提高报价之后，原本态

度坚决的“红军”高
层 终 于 出 现 了 松
动。在最近的几场
比赛中，库蒂尼奥
都没有被列入利物
浦的参赛名单，虽然主教练
克洛普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一再
表示：“库蒂尼奥没有上场是伤
病而非其他原因。”但明眼人已
经能够感受到，上赛季还是球
队大腿的库蒂尼奥正在与诺坎
普球场越走越近。而在7日，这
一切终于有了结果。

据悉，库蒂尼奥的转会费
中包含了 1.2 亿欧元的固定费
用和 40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
违约金更是达到了 4.5亿欧元，
这一身价在世界足坛仅次于
2.22 亿欧元的内马尔（巴黎圣
日耳曼）和 1.8亿欧元的姆巴佩
（巴黎圣日耳曼），位列第三。
不过，由于库蒂尼奥在本赛季
已经代表利物浦在欧冠联赛中
出场，下半赛季他将无法代表
新东家出战这一欧洲顶级俱乐
部赛事。 （陆玮鑫）

世界足坛最贵转会交易

姆巴佩目前租借到大巴黎，如果转会需要1.8亿欧元

球员

内马尔

姆巴佩

库蒂尼奥

登贝莱

博格巴

贝尔

C罗

转会情况

巴萨→巴黎

摩纳哥→大巴黎

利物浦→巴萨

多特蒙德→巴萨

尤文→曼联

热刺→皇马

曼联→皇马

转会费

2.22亿欧元

1.8亿欧元

1.6亿欧元

1.05亿欧元

1.05亿欧元

1亿欧元

9400万欧元

时间

2017

2017

2018

2017

2016

2013

2009

■ 2008年16岁时被意甲国际米兰买下，不过以租借方式继续

效力达·伽马两年

■ 2009年入选巴西U17青年队

■ 2010年入选巴西国家队，已出场32次，打入8球

■ 2010年加盟国际米兰，不过很快被租借到西甲西班牙人队

■ 2013年以约1000万欧元加盟利物浦

库蒂尼奥相关链接

巴萨队史标王

亿欧元
“库鸟”天价

票房收入犹亮眼

观众减少存隐忧

根据康姆斯科分析公司公布
的数据，2017年北美票房虽未保持
继续增长势头，比 2016 年创下的
历史最好票房成绩下降 2.3％，但
总额仍是历史第三高成绩，仅次于
2016年和2015年。

然而在亮丽的北美票房收入
的数据背后，2017 年观影人次减
少，为 25年以来的新低。据统计，
2017 年北美地区共卖出 12.4 亿张
电影票，比 2016 年下降 5.8％。之
所以能继续保持票房高收入，靠的
是电影票价的提高。2017年，北美
电影票的均价是每张 8.9 美元，比
2016年的8.65美元上涨了3.2％。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好莱坞
的最大痛点之一是北美票房遭遇

“暑期大滑坡”，5 月至 8 月的观影
人 次 比 2016 年 同 期 足 足 减 少
16％，观影人次只有 4.25 亿次，为
25年来最低。

暑期上映的一系列好莱坞大
片，仅有《神奇女侠》《蜘蛛侠：英雄
归来》《银河护卫队 2》等少数成功
之作，大多数影片都惨淡无光。《变
形金刚5》《异形：契约》等暑期档的
一系列大片续集，表现均不如前。

美国媒体指出，“暑期大滑坡”
既有影片质量不尽如人意，也有排
片规划不太合理等原因。《洛杉矶
时报》指出，暑期有“太多烂片，包
括续集、重拍片，根本没人愿意买
票去看”。

好莱坞票房“丰收年”有喜有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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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美票房全年总收入达到111.2亿

美元，连续第三年突破111亿美元，好莱坞又迎

来一个盆溢钵满的丰收之年。然而，观

影人数下降、迪士尼一家独大等

问题也透露出好莱坞面

临的挑战。1

2017年，迪士尼公司一家就夺取北
美全年票房 21.2％的份额，继续领跑并
领先排名第二的华纳兄弟2.1个百分点，
领先排名第六的狮门影业约 13个百分
点。如果迪士尼顺利完成与 20世纪福
克斯公司的合并，两者相加的市场份额
将达到33％以上，领先的优势将进一步
扩大。

可以说，迪士尼公司的多部大片为
2017年北美票房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
是年尾上映的《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
武士》半个月内就收获了5.33亿美元票
房，一举成为年度票房冠军，极大地弥
补了夏季的“票房大坑”。

然而，一些业内人士担心迪士尼在
好莱坞形成垄断地位，不利于影片生产
的多元化和创造性，使得消费者的选择
减少。

统计数字显示，迪士尼公司 2017
年总共才上映了8部电影，比2016年的
10部还要少。以迪士尼目前的大制作
高回报的精品战略而言，即使吞下2017
年上映 14 部电影的 20 世纪福克斯公
司，也不见得会大幅增加每年上映电影
的数量。

2

纵观2017年的北美电影票房，好莱坞业界显现
出的一些趋势值得关注。比如，以漫威为代表的超
级英雄电影继续大行其道；大片的续集或者重拍片
出现严重分化；部分成本较低的独立电影如《大病》

《伯德小姐》等叫好又叫座；限制级电影的票房开始
复苏，具有代表性的《小丑回魂》取得3.27亿美元的
北美票房佳绩。

但是，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好莱坞大亨
温斯坦性骚扰丑闻所引发的反性侵风暴席卷美国
的大背景下，女性题材影片获得了巨大成功。

2017年北美票房排名前三的影片《星球大战：
最后的绝地武士》《美女与野兽》以及《神奇女侠》都
是“女主当家”，其中派蒂·杰金斯执导的《神奇女
侠》获得 4.12亿美元的北美票房收入，成为女性导
演取得的史上最佳成绩。

奥斯卡奖得主、好莱坞女星吉娜·戴维斯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女性影片大获成功的现
象“并不令人惊奇”，现在是好莱坞该给予女性更多
关注的时候了。

她指出，女性影片能吸引更多观众。数据显
示，以女性角色为主的电影比男性为主的电影平均
票房收入高约16％。

电影《乌鸦》的制片人杰夫·莫斯特对新华社记
者说：“观众期待看到更多女性特色鲜明的角色，包
括女性超级英雄形象。他们不希望只是把女性硬
塞到传统男性角色的模板中，《神奇女侠》的成功证
明了这种趋势。”

好莱坞 2018年要继续保持票房佳绩面临很大
压力。以奈飞、亚马逊等为代表的流媒体对分流电
影票房造成了巨大影响。

一些好莱坞及票房评论人士指出，只靠提高票
价来维持高票房收入的做法是竭泽而渔。好莱坞
要继续吸引观众，就必须提高影片质量，创作出更
多能带来新鲜感的影片，充分发挥大屏幕的优势，
把观众从家中吸引到电影院来。

（新华社记者 高 山 朱莉亚·皮尔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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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强势领跑

行业差距在拉大
女性题材爆发

好内容才是关键

《星球大战：最后
的绝地武士》

《蜘蛛侠：英雄归来》

《神奇女侠》

《银河护卫队2》

《伯德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