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题材电影既可以作
为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又可
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促进体
育产业的发展。与足球、篮球
相比，以排球为主题的电影在
国内甚至国际影坛相对较
少。国内以女排队员为主角
的电影，最著名的就是 20 世
纪 80 年代初公映的《沙鸥》，
该片的女主角“沙鸥”克服伤
病，代表中国女排在世锦赛上
夺得银牌，后来转型担任教练
带出亚运会冠军队员。《沙鸥》
在1981年2月上映，当时中国
女排还没有成为世界冠军。
中国女排在 2016年里约奥运
会上夺金之后人气急升，坊间
一直有声音指“我们还欠女排
一部电影”。

让广大排球迷为之欢呼
的消息终于来了，电影《中国
女排》将于今年下半年开机，
导演依然是陈可辛。电影《中
国女排》拍摄工作座谈会本月
23 日在国家体育总局召开。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指
出，创作体育影视作品是弘扬
体育精神、发展体育文化、凝
聚中国力量的重要举措。体

育总局将为中国女排电影创
作提供全面保障，用艺术的
体育和体育的艺术，讲好体
育故事，打造百姓的精神殿
堂，让《中国女排》成为体育
电影史上一座丰碑，凝聚
起中华儿女实现中国梦的
强大力量。《中国女排》主
要反映中国女排的奋斗
历程和顽强拼搏、为国
争光的感人故事，也是
一部见证新中国体育改
革 40 年的力作，2019
年10月作为国庆献礼
片开播。现在，球迷
们可以开始期待，
到 底 谁 来 扮 演 郎
平、朱婷？又或者
她们会不会亲自
参演？

《中国女排》球员亲自参演？

体育电影成载体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1月24日公布了第90届奥斯卡

奖提名名单，前湖人球星科比参与主创的动画短片《亲爱的

篮球（Dear Basketball）》入围本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

提名；澳网期间，李娜经纪人公司传出消息，电影《李

娜传》将于今年5月前后开机；电影《中国女排》将

于今年下半年开机，并在2019年10月作为国

庆献礼片开播；马来西亚羽毛球名将李宗

伟的自传电影《败者为王》本月20日开

售首映礼门票，3月9日将在吉隆坡

首映……体育电影突然电闪雷

鸣般袭来，体育迷们这两天

是不是感到幸福来得有

点儿突然？

22年前有乔丹现有科比

动画吸睛招招准

好莱坞历年来制作以篮球为主
题的电影何其多，22年前就有乔丹与
动画人物兔八哥的《空中大灌篮》以
全球 2.3亿美元创出篮球题材电影的
票房纪录，如今又有科比的动画短片

《亲爱的篮球》赢得奥斯卡评委青
睐。两代篮球巨星在进军宽银幕路
上的成功之作不约而同地与动画元
素相关。体育传递正能量是不争的
事实，如何借助影视作品成功吸睛，
看来动画元素是突破口。

根据高中篮球队教练肯·卡特真
实故事改编的《卡特教练》讲述了白
人教练丹·哈斯金斯带领一支黑人队
伍 赢 得 大 学 联 赛 冠 军 的《光 荣 之
路》……篮球一直是好莱坞创作电影
时最热衷的体育项目之一，不过，它
们在知名度上通通不敌 1996 年上映
的《空中大灌篮》，因为男主角是乔
丹，主题曲深入民心，影片更加入了
科幻元素，讲述了来自外太空的“怪
物奇兵”与全体华纳公司动画人物进
行篮球比赛的故事。

时隔22年，又一位篮球巨星参与
制作的动画题材短片赢得了肯定。

《亲爱的篮球》是科比宣布退役时发
表的一首长诗，诗中饱含了他对篮球
的热爱以及对离开的遗憾与不舍。
在这个获提名的动画短片里，科比亲
自朗诵了一首长诗，构筑全片的主框
架。值得一提的是，短片的导演格
伦·基恩曾经执导过很多著名的迪士
尼动画电影，包括《小美人鱼》《美女
与野兽》《阿拉丁神灯》等。负责为短
片配乐作曲的美国著名配乐人约翰·
威廉姆斯曾是 4 届奥运会的音乐总
监，获得过 40多次奥斯卡提名，并为

《星球大战》等著名电影配乐。
科比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该

短片获奥斯卡提名感到巨大的喜悦：
“什么？这真超乎想象，《亲爱的篮
球》能够获得奥斯卡的关注让我非常
激动。感谢天才导演基恩和威廉姆
斯的精彩配乐，你们把这首诗提升到
新高度，能和你们一起创作我感到非
常荣幸。”

李宗伟自传电影3月首映

明星元素促票房

科比的动画短片能否获奖将在
3 月初举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见分

晓。3 月 9 日，国人熟悉的另一位
体育明星——马来西亚羽毛球
名将李宗伟的自传电影《败者
为王》将在吉隆坡的体育馆内
首映，首映礼门票从本月 20
日开售。李宗伟在马来西
亚是国宝级运动员，在中国
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其自
传电影的开拍签约仪式正
是去年 1 月在青岛举行。
李宗伟虽然不是主演，但
他参与了电影中“小李宗
伟”的选角，更将在电影
中客串“成年李宗伟”。
3 月 15 日，《败者为王》
还将全球公映，届时中
国观众将有机会通过赛
场外的大银幕了解这位
体育明星。

《败者为王》投资近
两千万元，以李宗伟的
号召力，预计届时在东
南亚地区的票房还是有
保证的。如果能够在中
国上映，估计收回成本
不是问题，因为就在去年
夏天，一部印度摔跤电影

《摔跤吧！爸爸》创出了
体育题材电影在国内市
场的票房奇迹，接近 13亿
元的票房是印度本土的两
倍有余。

体育题材如此吃香，
筹备了 3 年的《李娜传》岂
能错过这次体育 IP 大潮？
李娜的经纪人公司上周在澳
网期间传出消息，电影将在5
月开机，但是女主角并不是此
前钦定的汤唯，而是非一线女
新人。早在 2015年，香港著名
导演陈可辛就得到了李娜授
权，拍摄以她为原型的电影《李

娜传》，经过漫长的筹备，剧本终
于完成。

此前，中国体坛尚未有任何体
育明星开拍过自传式电影，《李娜传》

弥补该类型体育题材电影在中国市场
上的空白。 （杨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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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表彰先进
江西一部门两人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1月24日，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第十届全国德艺双
馨电视艺术工作者颁奖和 2018 年视协工作
会。江西省影视家协会推选的张勇会员荣获
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江西省影视
家协会荣获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先进集体、
江西省影视家协会张跃明荣获先进个人。

张勇，电视剧制片人，从事电视剧创作20
余年，作品有40余部近千集，代表作品有《京
九情》《兵哥兵妹》等。作品多次荣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
视金鹰奖等。

2018中国足协超级杯迎冠名赞助商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25日，中国足球

协会与金融服务平台——掌众财富在京举行
合作签约仪式，后者成为2018中国足协超级
杯冠名赞助商。

中国足协超级杯的前身为中国足协超霸
杯，创办于1995年。2012年重启后正式更名
为中国足协超级杯，每次超级杯的上演都标
志着中国足坛新赛季拉开大幕。

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表示：“超级杯的
不断发展离不开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此次掌
众财富联手超级杯，是其助力中国足球的具
体体现，之前还曾全力支持‘冰上之星’等体
育赛事。相信在双方的密切合作下，超级杯
将取得更大成功，为中国足球在新一年的发
展打下良好基础。今年的超级杯将在2017赛
季中超联赛冠军广州恒大淘宝和中国足协杯
冠军上海绿地申花间展开，双方将争夺2018
赛季中国足坛首个桂冠。衷心希望两支球队
能通过超级杯为新赛季磨合阵容、锻炼队员，
同时为广大球迷奉献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2018中国足协超级杯将于2月26日在上
海举行。

日本速滑名将落选冬奥后身亡
据日本体育媒体报道，参加过2014年索契

冬奥会的女子速度滑冰选手住吉都近日在长野
县自己的家里死亡，消息没有透露死亡原因。

2014 年索契冬奥会，住吉都参加了 500
米和1000米争夺，500米上排名第14位，1000
米排名第26位。而张虹在1000米项目中为
中国拿下冠军。此后她的竞技状态出现波
动，自身实力的下滑以及队友小平奈绪的异
军突起，让她在日本国家队难有作为。2017
年她没能入选日本国家队，也没能获得平昌
冬奥会的参赛资格。

本次冬奥会周期，住吉都没有代表国家
队出战世界锦标赛的纪录。这次平昌冬奥选
拔，她最终落选。住吉都在家中死亡后，家属
不愿宣布死因。 （褚 鹏）

巴萨名将马斯切拉诺加盟中超
1月24日，河北华夏幸福和巴塞罗那俱

乐部同时宣布，双方已经就马斯切拉诺的转
会达成一致，即日起这名阿根廷的功勋队长
正式成为华夏幸福的一员。中超赛场又迎来
了一名“大牌”外援，华夏幸福的这一官宣，也
打破了这个冬季转会窗口中超各队保持许久
的“沉默”。

今年 34 岁的马斯切拉诺曾是阿根廷国
家队的队长，17岁便迎来国家队首秀的他，迄
今为止代表国家队出场已经超过百场，他是
阿根廷国家队巴西世界杯亚军的成员，也随
队获得过美洲杯的亚军，2016年他入选百年
美洲杯最佳阵容。

马斯切拉诺出自阿根廷河床青训，曾先
后效力巴甲科林蒂安，英超“造星工厂”西汉
姆联、红军利物浦等。马斯切拉诺职业生涯
获殊荣最多的便是在巴塞罗那的这7年多时
间，他曾随队多次获得西甲冠军、西班牙国王
杯冠军、西班牙超级杯冠军、欧冠冠军、欧洲
超级杯冠军、世俱杯冠军等，曾当选巴塞罗那
队内MVP，入选欧冠最佳阵容。 （王 帆）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24 日电
前美国体操队队医纳萨尔性侵犯
案件的审理24日在美国密歇根州
首府兰辛市结束，这位曾经为美
国女子体操奥运冠军队伍保驾护
航的业界“神医”，终因性侵犯被
处以最高达175年的刑罚。

“我刚刚签署了你的入狱执
行令，你只配待在高墙之内。你
无法控制你的罪恶欲望，无论你
走到哪里，都会对脆弱无辜的人
群造成毁灭。”密歇根州英厄姆县
法官阿奎利娜对纳萨尔说。

“纳萨尔的罪行是经过精心

策划的，卑鄙而且阴险。”阿奎利
娜说。

检方律师波维拉斯在总结发
言中表示，由于纳萨尔在体操界
的声望，受害者们普遍把他当成

“神”来膜拜，很少有人会对他的
所谓“医学治疗”提出质疑，而纳
萨尔正是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
位，赚取了受害者的信任，从而施
行了“高明的操纵术”，侵害了一
个又一个青少年运动员。

“纳萨尔的罪行在广度和深
度上是毁灭性的，不仅伤害青少
年的身体，更让她们在心理上受
到摧残，她们原本无条件信任、甚
至敬爱自己的医生，却没想到纳
萨尔竟然利用了她们的身体。”波
维拉斯说。

阿奎利娜也表示，纳萨尔的
罪行已经“伤害了整个社区的信
任准则”。

去年 11月，纳萨尔承认在英
厄姆县性侵犯了七名未成年人，
而在本次宣判前进行的长达一周
的量刑听证会上，法庭允许156名
受害者宣读或者委托宣读了证
词，其中包括雷斯曼、马罗尼、维
贝尔等美国奥运体操冠军，证词
中曝光的细节令人感到震惊。证
词显示，纳萨尔在长达几十年的行
医生涯中，以“医学治疗”为幌子对

100多名女性进行了性侵害，受害
者几乎都是未成年人，有的受害人
只有6岁，有些性侵犯甚至是在父
母在现场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家长同处一室的情况下，
在诊所外还有其他孩子等待的情
况下，纳萨尔还在进行性侵犯，这只
能用性变态来形容。”波维拉斯说。

蕾切尔是 156 位受害者中最
后一位出庭作证的女性，她也是最
先站出来公开指控纳萨尔的运动
员之一。“你是个自私的、有着变
态欲望的恶人。”她对纳萨尔说。

现年54岁的纳萨尔曾在密歇
根州立大学和美国体操协会长期
供职。在密歇根大学工作期间，
身为医学副教授的纳萨尔是该大
学女子体操队的队医，同时也为
其他女运动队提供医疗服务。纳
萨尔也在美国体操队长期担任医
生，曾是四届奥运会美国女子体
操队的随队医生。纳萨尔性侵案
的受害者大多数是从事体操的业
余或者专业选手。去年，纳萨尔
已因持有儿童色情照片和视频等
罪被判入狱60年。

对于纳萨尔性侵案的审理还
没有完全终结，下周他还将在密
歇根州伊顿县继续出庭受审。在
那里，他还将面对三起性侵犯的
指控。

性侵奥运冠军“神医”终伏法
前美国体操队队医纳萨尔被判最高175年刑罚

2018年开年，原本古装大剧火拼的热闹局面没有出现，由于周
迅主演的《如懿传》和范冰冰主演的《巴清传》档期搁置，变成了《凤
囚凰》“一枝独秀”。由关晓彤、宋威龙两位年轻演员主演的《凤囚
凰》，目前豆瓣评分 3.1 分，也创下该剧艺术总监于正作品的最低
分。从女主角“缝纫机头”造型，到主角单薄的表演，再到被原著党
认为改编失败的剧情，《凤囚凰》遭遇了群嘲。

《凤囚凰》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以南北朝山阴公主为主角，讲
的是山阴公主刘楚玉与门客容止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权谋和爱情故
事。尽管魏晋南北朝女子爱戴假发，发髻高耸夸张，但剧中关晓彤
主演的刘楚玉因为“缝纫机头”造型，还是挑战了观众的审美底线。
其实，早在去年该剧开拍时，“缝纫机头”造型就成了不少观众口中
的笑料。关晓彤也曾坦言：“这个造型具体呈现效果还是得等观众
来打分了，这个分，我估计也高不了。”

从已经播出的剧集来看，关晓彤和宋威龙的表演很难令观众满
意。在媒体人叶春池看来，关晓彤饰演的山阴公主，一举一动都像
偷穿妈妈高跟鞋的少女，“以关晓彤的年龄阅历和表演功底，显然目
前还驾驭不了这种成熟、美艳的角色，只好贡献出《极光之恋》的同
款表演。”原著中的男主角喜怒不形于色，但不少观众对宋威龙的评
价是：他只演出了“不形于色”，却压根儿没有喜怒，用“面瘫”展现优
雅、智慧、从容、深情等多种情绪。

此前《凤囚凰》曾宣传“情节台词高度还原原著”，但从播出情况
看，并非如此。不少原著党认为，将女主角身份从原著的灵魂穿越
者改成与公主面貌相似的女杀手，角色的性格魅力无可避免地大幅
度削弱。不过，既然已经拿掉了穿越设定，电视剧创作团队又想用
原著细节来吸引原著粉。原著中容止拆穿女主角穿越身份时，曾
问：“你叫什么名字？”女主角本能回答了自己的名字“楚玉”，但恰巧
女主角穿越前的名字和公主一样，这才惊险过关。电视剧复制了原
著这一段则显得莫名其妙，因为女杀手的本名叫“朱雀”。

《凤囚凰》开播前，剧方强调的“魏晋风流”，开播后也显得很违
和。剧中曲水流觞的宴会上，魏晋名流们却是一群鲜嫩的美少年，
每人玉手纤纤捧着一面小镜子。这样的场景，被剧评人尔了了称为

“把恶俗当有趣”，“魏晋名士看重姿容仪表没错，但拍成这么脂粉
气，未免太浅薄片面了。” （徐颢哲）

这部开年古装大剧遭遇群嘲

造型雷人表演低幼
《凤囚凰》尴尬满满

西班牙国王杯：皇马不敌莱加内斯

1月24日，在2017-2018赛季西班牙国
王杯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比赛中，皇家马德里
队主场以1∶2不敌莱加内斯队，两队总比分战
成2∶2平，莱加内斯队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晋级
半决赛。 （据新华社）

莱加内斯队球员贝奥夫（右）与皇

马队球员拉莫斯在比赛中争抢。

电影《李娜传》由陈可辛执导。

科比的动画短片《亲爱的篮球》赢得奥斯卡评委青睐。

李宗伟将在自己的自传
电影中客串“成年李宗伟”。

体育电影为何
突然电闪雷鸣？

前美国体操队队医纳萨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