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3日凌晨，2014年加拿大U20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结束了

最后一轮的争夺，唯有取胜才能出线的中国女足以0∶3完败卫冕冠

军美国队，遗憾地以2平1负的战绩无缘小组出线。

8月12日，在
英国加的夫城球
场举行的 2014欧
洲超级杯赛中，
上赛季欧冠联赛
冠军、西甲皇家
马德里队以 2∶0
战胜上赛季欧罗
巴联赛冠军、西
甲塞维利亚队，
赢得新赛季第一
座冠军奖杯。

（新华社）

皇马夺得欧洲超级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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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次转
会 至 今 ，江 西

联盛在中乙联赛
已取得四连胜。对

于这样的成绩，主帅李
晓表示满意：“总体上比

较平稳，队伍实现了教练组
的要求，完成了‘将赢球变成

一种常态’的战略目标。”
截止到上一轮中乙，江西

联盛 11 场球积 26 分，少赛一场，

暂列南区预赛第三位。领头羊梅
州五华和榜眼贵州智诚都完成了
12场比赛，分别领先江西联盛 4分
和 2分。

对于目前的排名，李晓表示变
数依然很大。在后面的五轮比赛
中，贵州、梅州、丽江这三支排名前
四的队伍还将相互厮杀。而联盛方
面遭遇的挑战则主要来自近来状态
下滑严重的丽江和贵州智诚。

谈到球队近来连胜的关键，李
晓认为这主要归功于俱乐部赛季中
歇期成功的二次引援。“让球队连续
获胜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教练组、
俱乐部以及队员们辛勤工作的积累

之外，二次转会的引援成功，算得上
是获胜的核心因素。”

记者了解到，江西联盛在二次
转会上用满了五个名额，而且并没
有引进25岁以上的超龄球员。位置
主要集中在得分手和边路上。而
且，新援很快地就融入了队中为球
队作出贡献。他们分别是：前锋渠
成，隶属江苏舜天俱乐部，前中超预
备队联赛射手王；前卫陈连晟，隶属
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前卫任鑫，九
江本土选手，曾效力深圳红钻；后卫
黄佳强，隶属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
后卫姜卫鹏，隶属天津泰达足球俱
乐部，国青队现役国脚。

成功二次转会 连胜成为常态

第38届蒙特利尔电影节日前宣布，
由张唯执导，姚安濂、汤嬿共同主演的
工业题材电影《打工老板》入围了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将参与角逐最佳导演、最佳
男主角、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第38届
蒙特利尔电影节将于本月21日开幕。

据介绍，《打工老板》从多个视角呈
现了深圳这个特殊的“世界工厂”中不
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挣扎和困惑：怀揣梦

想坚持不懈却深陷绝境的工厂老板、追
求真相坚持职业精神但良心有愧的卧
底记者、背井离乡以血汗换取微薄工资
的工人、政府管理者、精明的律师……
导演张唯来自深圳，他表示自己多年
前曾亲身见证了“中国制造”与“世界工
厂”的辉煌与困惑，相似的生活背景让
他对影片故事的处理驾轻就熟且充满
感情。 （杨莲洁）

《打工老板》入围蒙特利尔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虽然不少媒体把女足的失
利归结于在开场阶段被对手的进

攻打蒙导致心态发生变化，但是在
央视名嘴贺炜看来，中国队的输球

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的，至少从实力
方面来说，国青确实技不如人。

对于 3 球的巨大差距，贺炜表
示：“比分符合场上双方的实力
对比，让我们看到了卫冕冠军的

真正实力，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中
国队的姑娘们从第一分钟就很努

力，但是这是实力差距的问题。”
一场失利不但让人们看清了中国女足

和世界强队之间的差距，其实也从中收获
了希望。

担任本场比赛转播嘉宾的前女足名宿
王丽萍就表示，正如此前球队参加的东亚
女足四强赛一样，这三场小组赛对于球队
来说是个很好的锻炼，球队现在已经明确
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知道自己的优势和
不足到底在哪里，如果坚持走下去，那么未
来的路依然是美好的。 （张昆龙）

实力差距虽明显 但是未来值得期待

今年暑期档最值得期待的动画片《驯龙高手 2》12 日
首映，导演迪恩·德布洛斯、中文版配音蒋雯丽、白百何以
及戛纳红毯上被布兰切特亲吻过的没牙仔亮相，影片将
于明日在国内以 2D/3D/IMAX3D/中国巨幕等全版本格
式上映。

梦工场2010年推出的《驯龙高手》全球收
获 5 亿美元票房，更催生了电视剧、现场舞
台秀等一系列的“龙”产品，还有“龙粉
丝”。此次来华，是梦工场舞台剧在亚洲
首度登陆演出。同时，驯龙高手互动体验
园也将在此期间免费面向公众开放。

尽管 6 月已在北美上映，《驯龙高手 2》
的 新 鲜 度 却 一 直 高 达
92%，其 IMAX 3D 视效
也获得了众多影迷的好
评 。 经 由 IMAX 专 利 的
DMR（数字原底翻版技术）
转制，IMAX 3D 版《驯龙高手
2》结合了梦工场更为强大的CG
动画特效、IMAX 电影制作技术
以及“身临其境”的影院技术，为
观众呈现出比以往更加清晰、逼
真的画面和让人完全沉浸其中的
3D效果。

为影片配音的蒋雯丽和白百
何都说她们和自己的孩子都是《驯
龙高手》的粉丝，白百何更称自己是

“骨灰级”，向往维京人生活的部落，很想
飞。蒋雯丽认为电影里寻找“我是谁”的
主题最能引起共鸣。两人都说会带孩子
去观看电影，希望孩子听到她们的声
音，会更崇拜她们。 （肖 扬）

U20女足世界杯中国不敌美国无缘8强

比美不足 气场待补

新华社迪拜 8 月 12 日电 第三届
U17 男篮世青赛 12 日继续在阿联酋迪
拜进行，中国队在1/8决赛中以79∶67力
克意大利队，在获得两连胜的同时，顺利
晋级8强。根据赛程，中国队将于14日
在1/4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美国队。

中国队此前在小组赛中1胜2负位
列 D 组第三，意大利队以 2 胜 1 负位列
C 组第二。中国队本场首发阵容作出
微调，胡金秋、刘春庆、赵岩昊、付豪和
王梓旭率先登场。开赛后中国队打得
积极主动，内外线结合接连得分。意大
利队则迟迟进入不了状态，第一节一度
在 8 分多钟里１分未得，两节过后中国
队以43∶25大比分领先。

此后，意大利球员逐渐找回手感，
落后的分差在第四节一度被缩小至９
分，但中国队及时调整战术，重新掌控
了场上攻防节奏，最终以12分的优势击
败对手。

技术统计方面，中国队整场篮板球
以 42∶30 压倒对手，但失误比意大利多
出 12 次。前 3 场表现出色的赵岩昊本
场继续发挥上乘，投中5记3分球，砍下
全场最高的 32 分及 6 个篮板 5 次抢断。
胡金秋拿到 19 分 17 个篮板，付豪得到
12分6个篮板。

在当天已经结束的其他 1/8 决赛
中，美国、加拿大、法国击败各自对手闯
进8强。

U17男篮世青赛中国胜意大利晋级八强

8月13日，第
二届夏季青奥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
抵达南京。首次
以东道主身份参
加夏季青奥会的
中 国 代 表 团 由
179 人组成，123
名运动员比上届
的 70 人大幅增
加。他们将参加
28 个大项、91 个
小项的比赛。

（新华社）

青奥会中国代表团抵达南京

2014年中乙联赛第十四轮即将打响，经过了一周轮空的江西

联盛即将再度踏上征程。由于上轮轮空，加上贵州智诚获胜，联盛

在南区榜眼的位置暂时被超越，但由于少赛一场，主动权依然掌握

在联盛手中。

8月11日，在球队远征之前，本报记者探营省奥体中心

球场，与联盛将士们面对面畅谈冲甲这一焦点话题。

二次引二次引援给力援给力 连胜势头不错连胜势头不错

手握主动
江西联盛铆劲冲击中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尹 坤

强 势 连
胜 、强 援 入

队。江西联盛今
年的冲甲之旅看起

来一片光明，但后面的
比赛不容怠慢。在和教练

员、队员一番交流之后，记者
发现，要实现冲甲目标并非只

看“牌面”。

队员渠成说：“到了中乙才知
道，虽然是第三级联赛，但是一点都
不好踢。对抗激烈、节奏也不慢，总
而言之就是拼得很凶。特别是前四
队伍之间的较量，都在玩命。”黄佳
强则表示：“前段时间缺少比赛，感
觉体能上有些欠缺。中乙的对抗也
很强，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而对于教练组来说，现在是考

虑 晋 级 复 赛 排 名 席 位 的 关 键 时
刻。需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为自
己寻找到一个相对优势的排名。
李晓认为：“我们当务之急是尽快
确保南区前四的位置，然后根据南
区其他队伍之间交手的情况，以及
北区后面四轮的比赛情况，调整我
们的战略。”

从预选赛情况来看，联盛对阵

南区前四的战绩可谓互有胜负。对
梅州五华一胜一负，对丽江暂为一
平，对贵州暂为一胜。接下来，如果
江西联盛不想在复赛阶段遭遇南区
的球队，必须要保证在后五名的球
队身上不丢一分，同时啃下丽江和
贵州两块“硬骨头”。使得自己排名
不掉出前两名，才能够避开贵州和
梅州两支劲旅。

牢牢掌握主动 冲甲仍需加力PART 2

联盛目前成绩出色，也引起了
一定的社会关注。南昌夏季酷暑难
耐，但是每场比赛依然有近千人赶
赴省奥体中心为球队加油助威。只
要有联盛的主场比赛，本报官方微
博、微信都会联合江西联盛俱乐部
推出免费送球票活动，鼓励更多球
迷前往现场为球队加油助威。

江西联盛俱乐部总经理孙军表
示：“球迷们很不容易，天气热、交通

不便，但是依然来为我们加油助威，
我们很感动。球队也很争气，用连
续的胜利来回报球迷的支持。球队
很快迎来复赛，届时希望有更多的
人来现场为球队加油助威，和我们
一同冲甲。”

“集团今年对于球队的投入相
比去年翻了几番。我们引进的都是
在中超、中甲打拼过的优秀球员，甚
至还有一些国字号履历的球员加

入。”尽管球队目前一路奏凯，但孙
军直言压力依然很大。“今年是联盛
从事职业足球的第三年，我们一直
秉承诚信、务实的态度。让教练员、
队员安心训练、比赛，拿出成绩，让
球迷看到精彩的比赛，享受胜利的
快乐。当然最终的目标是让江西足
球重返中甲，然后再寻求进一步的
发展！所以，今年的江西联盛一定
要打出好成绩，全力冲甲！”

联合本报送票 希望球迷支持

主帅李晓（左一）带领队员们向
球迷们致谢

PART 3

在前两场小组赛连续收获平局后，要
想获得晋级淘汰赛的机会，此役中国女足
唯有取胜一条路可走。

不过面对实力强大的卫冕冠军美国
队，国青女足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输球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赛后，足球网站 soccerly.com 指出，
中国女足并没有在比赛中展现自

己的能力，背负着晋级压力的
她们最终还是没能战胜自己，

可以说中国队是输在了心态和实力等综合
因素上，要想在之后的比赛中找回状态，球
队需要从多个层面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有外媒表示，美国女足用强大的“气
场”在和中国队的较量中轻松获得了优势，
正是凭借这样的心理作用，她们才会在半
场比赛中就定下了获胜的基调，虽然最后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复赛，但是卫冕冠
军的水平和能力确实要比其他参赛球队高
出一筹。

美国队“气场”逼人 中国女足输给自己

《驯龙高手2》3D技术
如同身临其境

蒋雯丽为其吆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