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比国际女篮对抗赛

中国胜比利时

6月3日，在江苏扬中举行的2018年中
比国际女篮对抗赛中，中国队以81∶62战胜
比利时队。 （据新华社电）

李月汝（右一）在篮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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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狮军团小胜
德国遭到逆转

6月3日，俄罗斯世界杯夺冠热门的德国与英格兰两强纷纷展开热身赛，但状态各不相

同，英格兰队2∶1力克来访的尼日利亚队，而德国队客场意外以1∶2不敌奥地利队。在另外一

场比赛中，比利时队主场0∶0与葡萄牙队互交白卷。

关注世界杯 11倒计时时 天

苏梅岛国际帆船赛中国队获季军

新华社曼谷 6 月 3 日电 第 17 届苏梅岛
国际帆船赛 2 日在泰国南部苏梅岛落下帷
幕，来自中国的“诺莱仕Ark323”队获得TP52
组季军，泰国船队 THA72 及中国香港 Free
fire队分别获该组别冠、亚军。

诺莱仕Ark323是本届比赛唯一一支全由
中国人组成的职业帆船队，是航海界的新起
之秀，已三次参加悉尼霍巴特比赛。在5天9
场比赛的竞逐中，诺莱仕Ark323队赛前做好
全面准备，努力减轻自身船体重量，配合默
契，根据比赛情况及时调整战术、做出应对。

中国队诺莱仕中国队诺莱仕ArkArk323323号号（（左左））在比赛中在比赛中。。

全国气排球邀请赛在婺源举行
本报婺源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单长

华）6月2日至3日，第五届全国气排球邀请赛
在婺源举行，来自全国16个省的133支男女
代表队1246名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参加。

此次比赛共设青年男子组、青年女子组、
中老年男子组和中老年女子组 4 个组别，其
打法和记分方法与竞技排球基本相同。据
悉，气排球运动是一项集运动、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群众性体育项目，作为一项新的体育
运动项目，如今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中老年朋
友的青睐。一年一度的全国气排球邀请赛是
婺源县精心培育的体育品牌赛事，旨在通过
开展赛事，推广气排球运动的普及和宣传，吸
引更多人认识、喜欢和参与气排球运动。

南昌举行领导干部乒乓球赛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6月2日至3日，

江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社会
部）南昌市乒乓球预选赛暨南昌市领导干部
乒乓球单打比赛，在南昌市铁路体育馆举行。

据介绍，本次乒乓球预选赛共有来自南
昌市11个区县的代表队参加，并选拔出优胜
者代表南昌市参加省运会。市厅级、县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乒乓球单打比赛则吸引了男女
共 143 人参加，此次比赛也是南昌市规模最
大的一次领导干部乒乓球比赛。

1300多部“一带一路”沿线
电影报名参与上海国际电影节

新华社上海6月3日电 来自“一带一路”
沿线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部电影报名
参赛参展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节主
办方已从中选出154部影片列入各展映单元。

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3日发布最新统
计，本届电影节影片征集共收到来自全球108
个国家和地区的3447部影片，比去年的2528
部有较大增长。

组委会执行副秘书长傅文霞说，报名影
片数量的大幅度增长，与多年来上海国际电
影节评奖和展映工作坚持专业性、公正性和
权威性有较大关联。同时，近年来上海国际
电影节坚持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启动“国际
直通车”机制，与各国电影节机构相互推荐影
片，主动“走出去”开展各种交流活动，促使电
影节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

本届电影节还与上海浦东新区合作创设
“一带一路”电影周，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
展映和圆桌论坛等，并将在上海迪士尼小镇
的华特迪士尼大剧院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之
夜等活动。

组委会同时还宣布，第21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开幕影片为中国国产故事片《动物世
界》，由韩延导演，李易峰、周冬雨等主演。

英格兰坐镇温布利大球
场，迎来了“非洲雄鹰”尼日利
亚，后者在今年世界杯上身处
阿根廷、冰岛、克罗地亚所在的
D组。而英格兰此役的假想敌
是世界杯上的突尼斯队。

主场作战的“三狮军”气势
很盛，开场 7分钟取得领先，特
里皮尔开出角球，卡希尔摆脱
前切尔西队友米克尔防守后，
将球顶入右上死角。在英格兰
世界杯 23 人名单中，只有 1 人
有超过 50次的国际大赛经验，
这个人就是进球的卡希尔，但
卡希尔可能不是最终能打首发
的 11 人，不过，这个热身赛上
的进球，有助于他打进主力阵
容。英格兰在第 39 分钟扩大
了比分，当时斯特林横敲，凯恩
禁区边缘外劲射破门。

今年 47 岁的主教练索斯
盖特也缺乏经验，他没有给现
役的那些出名的英格兰球员出
场机会，比如鲁尼、守门员和前

任队长乔哈特以及这个赛季在
欧冠联赛中助攻了不少进球的
中场球员米尔纳。对主帅索斯
盖特来说，昔日荣光不值一提，
他考虑的是英格兰足球的未
来。赛后索斯盖特表示：“卡希
尔配得上回归首发，他为切尔
西结束本赛季的方式很好。今
天他的头球很漂亮，我们一直
致力于定位球，我认为特里皮
尔的传球也很值得称赞。这是
一支能让我们兴奋的球队，他
们很年轻，同时还有几位重要
的、富有经验的老兵作为平衡，
这让这支球队现在在经验、个
性和位置的平衡性都有了保
证。”不过，年轻的英格兰防守
上仍有漏洞，尼日利亚队下半
场连换4人，比赛才开始仅2分
钟，他们就扳回一城，阿森纳边
锋伊沃比直传，效力于长春亚
泰队的伊哈洛斜射，皮球击中
左侧立柱弹回，伊沃比禁区边
缘补射入网。

● 唯一老将头槌争夺首发

德国战车 3日做客奥地利克拉
根福进行热身赛，与以往大赛一样，
德国队又呈现热身赛中的慢热状
态，本场比赛居然 1∶2 遭到逆转。
利好消息是队长诺伊尔时隔 252 天
后，首次出战正式比赛。萨内取代
罗伊斯打左边锋，29 岁的彼得森上
演了国家队首秀，出任单箭头。尽
管未能跻身世界杯，但奥地利队近
期状态很出色，此役之前的 6 场热
身赛中保持全胜。这场比赛开场第
11分钟，德国首次射门就取得领先，
欣特雷格边路回传门将，西本汉德
尔开球不远，厄齐尔右路断球后突
入奥地利队禁区，在门前 12米处左
脚推射，皮球虽然被西本汉德尔托
了一下，可还是飞进了远角，1∶0。

厄齐尔本赛季在阿森纳过得很
不如意，不过回到德国队后，他迅速
找回了状态。伤愈复出的诺伊尔状
态还不够理想，一次开球不远险些
造成失球。取得领先后的德国队却

逐渐失去了对比赛的控制，尤其是
下半场开始后的前 20分钟，德国队
被打得狼狈不堪，奥地利始终压在
德国队禁区前围攻，最终欣特雷格、
舍普夫连入两球，逆转了比赛。

尽管此役的目标是考察边缘球
员，但勒夫还是不愿意遭遇一场失
败，最后阶段他换上了罗伊斯、维尔

纳、德拉克斯勒、罗伊斯等进攻球
员，但还是未能挽回败局。此役告
负后，使德国队 32年来第一次负于
奥地利队，此役德国队的门将不是
状态最差的一个，包括防线状态最
好的球员基米希、吕迪格都出现了
低级失误，在拜仁有着出色发挥的
基米希两度出现了严重失误。

● 诺伊尔复出状态不理想

当日进行的世界杯热身赛上，
比利时主场 0∶0战平葡萄牙。面对
没有 C 罗、甚至轮休了不少主力的
葡萄牙队，欧洲红魔也没有任何办
法，豪华攻击群中的阿扎尔、卢卡库
等人破门乏术，这让他们的世界杯
前景再次令人担忧。

毫不夸张地说，比利时队称得
上是欧洲最具天赋的球队之一。在
马丁内斯初选的 28大名单中，总身
价达到了惊人的 8亿欧元。而且由
于人才济济，马丁内斯甚至还放弃
了欧冠四强罗马队的中场核心纳因
戈兰。但这支球队的星味依然很
浓，英超 MVP 阿扎尔与德布劳内，

意甲金靴梅尔滕斯，锋线上还有曼
联锋霸卢卡库，后防线上有曼城队
长孔帕尼。但比利时只是看起来很
强，就拿本场热身赛来说，比利时在
进攻端却踢得相当糟糕，面对没有
C 罗的葡萄牙队，球队即使在主场
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从技术统计
看，球队只有 13 次射门次数，甚至
比对手还少 2 次，全场有威胁的射
门也寥寥无几，整场比赛让人看得
昏昏欲睡。德布劳内与阿扎尔等人
的进攻天赋完全没有施展出来，有
比利时球迷感叹，他们在国家队与
在英超上的表现真是判若两人。

（刘大伟）

● 红魔难奈无C罗“葡萄”

伤愈复出的诺伊尔状态还不够理想伤愈复出的诺伊尔状态还不够理想。。

葡萄牙队球员格雷罗与比利时
队球员阿扎尔（右）在比赛中拼抢。

由张艺谋执导，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王景春、关
晓彤、吴磊主演的《影》日前首发“当局不迷”版预告。古典的中
国水墨风格，融入二元分屏处理形式，使得秘而不宣的电影角
色及故事脉络初步曝光，引发期待。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杀青后沉寂了近乎一年的张艺谋
新片《影》，首度曝光长达 80秒预告片，超过 50个正片镜头，呈
现了一幅别具中国韵味的水墨电影画卷；高级灰处理的淡彩国
画影调，留白写意的构图形式，肃杀内敛的美学风格，独特的感
官体验令人耳目一新。

预告片中罕见的采用对比强烈的分屏处理手法，尽显影片
中所传达的阴阳二元哲学；画面采用相似却截然不同的意象，
一分为二暗喻一体两面，亦正亦邪的反差感，配上激烈鼓点，极
富冲击力。据悉，由张艺谋执导，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
吴磊等主演的动作剧情电影《影》，定于2018年上映。 （李 俐）

80秒速读张艺谋新电影
张艺谋导演新片《影》首度曝光预告片

延伸阅读 古风+诗意

邓超与孙俪持伞共舞邓超与孙俪持伞共舞。。

策马蓑衣立身山水之间，泼墨挥毫游走庙堂之上，独酌饮
醉飘忽屏风之内，纵横捭阖对峙阴阳之界；竹林、灯火、琴笙、剑
刃……诸多传统中国元素隐忍亮相，却又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在此次公布的预告片中，张艺谋再次延续创作上的中国情结，
加以大胆的艺术创新，将古典的中式美学，以极致唯美的诗意
手法，呈现至观众面前。

预告片以子虞（邓超饰）视角展开，更是露出大部分影片动
态人物形象：邓超一人分饰两角，境州（邓超饰）时而草帽蓑衣，
时而朝服于身，子虞（邓超饰）形容枯槁，瘦骨嶙峋，两角色间体
重落差足有20斤。

小艾（孙俪饰）在预告片中，着淡水墨风格纱衣，时而鼓瑟，
时而游移于屏风暗道之间，面色凝重；沛良（郑恺饰）忽而翩若斗
酒诗仙，忽而化身眈眈帝王，身份难以捉摸；田战（王千源饰）青萍
（关晓彤饰）二人惊鸿一瞥亮相，剑拔弩张，清冷肃杀，戏剧张力十
足。而杨苍（胡军饰）、鲁严（王景春饰）、杨平（吴磊饰）三人身
份依旧秘而不宣，仍未在此款预告中亮相，亟待后续揭秘。

凯恩用一粒进球帮助英格凯恩用一粒进球帮助英格
兰队兰队22∶∶11战胜尼日利亚队战胜尼日利亚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