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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7日晚，第十三届全运
会花样游泳项目决赛首个比赛
日战罢，全运会花游项目的首枚
金牌率先产生。

在当晚进行的双人自由自
选决赛中，四川队蒋文文/蒋婷
婷组合以 89.9369 分的总成绩，
技压群芳，夺得双人组项目冠
军，其中项目完成分、艺术印象
分以及必做动作分均为全场最
高。湖南队李晓璐/孙文雁组合
同样表现抢眼，以 88.8492 分的
总成绩摘得亚军，广东队王柳
懿/王 芊 懿 组 合 以 总 成 绩
86.5554分位列第三，获得铜牌。

在上午举行的双人技术自
选比赛中，蒋文文/蒋婷婷就表
现不俗，在所有选手中位列第
一。结合上午时段的双人技术
自选以及晚间的双人自由自选
两场比赛来看，花样游泳双人项
目的争夺异常激烈，这也从侧面
反映出了国内花样游泳双人项
目实力的整体提升。

赛前，文婷组合夺冠呼声极
高。两个川妹子时隔四年复出，
再次征战全运会赛场，并且不负
众望，取得如此佳绩，意义可想
而知。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姐妹俩难掩喜悦之情，“全运会
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不容易。
这是我们俩第五次参加全运会，
能拿到今天这枚金牌，主要是因
为我们俩热爱花游这个项目，另
外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坚持到今
天。”虽离开赛场已久，但姐妹俩
在该项目上的统治力丝毫不减

当年。在3月份举行的花样游泳
系列赛法国站的比赛中，姐妹俩
以一套仅练了一周的全新动作，
夺得了双人技术自选项目金牌，
竞技状态上佳。对于复出后如
此良好的比赛势头，姐妹俩认
为，这得益于对比赛的信仰，尤
其是当了妈妈以后，有一种责任
感驱使自己坚持努力，给孩子们
树立榜样。当被问及是否会考
虑让他们的女儿在未来组队从
事花游项目时，二人均表示，如
果孩子们喜欢的话，一定会全力
支持。

来自湖南的孙文雁与李晓
璐组合赛前也被寄予厚望。该
组合在4月份山西举行的全运会
的花游预赛中，表现不俗，夺得
双人项目冠军。在当日的决赛
中，两位花游国字号选手表现依
旧惊艳，配合默契，最终取得第
二名的好成绩，为湖南队夺取一
枚银牌。谈及二人的表现，李晓
璐认为，对于运动员而言，成绩
不是衡量运动员表现好坏的最
终标准，最重要的是比赛的过程
能否让自己满意，让教练满意，
让观众满意，唯有此，才算得上
是一个成功的运动员。

广东队队员赛后接受采访
时表示，这次是第一次参加全运
会双人项目的比赛，能取得前三
的成绩离不开领导教练的支持
和鼓励，虽然训练很辛苦，但今
天的成绩是对刻苦训练的最好
回报。

文婷组合时隔四年夺全运金牌

由杨子姗、尹昉主演，李
睿珺导演的电影《路过未来》
入围了第 70 届戛纳国际电影
节“一种关注”单元，该片是
唯一入围本届电影节的华语
电影，而杨子姗更成为本届唯
一携竞赛作品登上开幕红毯

的中国女演员。
《路过未来》讲述了深圳

出生长大的甘肃人杨耀婷（杨
子姗饰），除办理身份证外从
未去过甘肃。在陪伴父母一
次返乡后，目睹了年迈父母的
辛苦，杨耀婷决定重返深圳，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父母
接回深圳生活。一次次的努
力挣扎中，杨耀婷发现自己和
周围很多“同类”一样，既无
法在故乡找到归属，也难以在
城市寻求认同。《路过未来》
作为杨子姗的第一部文艺片，

更是她对自己戏路的尝试与
突破。

19 日，杨子姗出席了由美
国权威影视杂志《Variety 》在
戛纳举办的酒会，向世界媒体
推介自己主演的这部影片。

《路过未来》入围戛纳“一种关注”

现年81岁的法国著名影星
阿兰·德龙，日前在一次采访中
宣布自己即将告别影坛，目前还
有一部舞台剧和一部将于2018
年公映的电影正在进行中。阿
兰·德龙表示：“我上年纪了，人
生虽然没有结束，但事业可以结
束了。”

靠脸和大师吃饭
阿兰·德龙出生于1935年，

是法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受
欢迎的男演员。父亲经营一家
小型电影院，母亲是一位大美
人，持有药剂师资格证。4岁时
父母离婚，各自另组家庭。家庭
的冷漠使少年阿兰·德龙成为寄
宿学校中棘手的问题人物，后来
甚至被送入感化院。而对母亲
的恨意，也体现在他之后与女性
交往的方方面面。

阿兰·德龙 14 岁开始在食
品店工作；17岁参加法国海军，
经历了战争，之后回国。1957
年夏天，友人劝说他去即将开始
的戛纳电影节碰碰运气，一定会
有导演注意到他英俊的脸。果
不其然，裸着上身走在戛纳街头
的阿兰·德龙，迅速得到了机会，
于同年作为演员出道。

早期电影中他时常出演美
貌的杀手或阴谋家，比如《怒海
沉尸》(1960 年)中的经典形象
——这部电影在1999年被好莱
坞翻拍成了由马特·达蒙主演的
《天才瑞普利》。英俊的外表并
未限制他的戏路，与让-皮埃
尔·梅尔维尔、米开朗基罗·安东
尼奥尼等大师的合作使他在艺
术电影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意大
利导演卢奇诺·维斯康蒂对他的
垂青更是路人皆知。《蚀》《独行

杀手》《洛克兄弟》等都是此类代
表作，尤其《独行杀手》中的形象
更是启发了一代影人——比如
吴宇森和周润发；《佐罗》的形象
也为更多中国观众所熟知。

希望回戛纳说再见
对于隐退影坛，喜爱拳击的

阿兰·德龙表示：“我过去组织过
拳击比赛，见过太多后悔自己打
了太久的拳手。对我来说不会
再有比赛了。”他再次强调此次
告别的真实性——尽管他的同
辈影人，1930 年出生的老牛仔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创作力仍源
源不断。

在余下的一部舞台剧中，阿
兰·德龙将出演一个受伤的警
察，他被强迫离休。

而阿兰·德龙最后一部电
影，是由法国导演帕特利斯·勒

孔特执导的作品，片中他将出演
一个与他非常相似的男人。“剧
本差不多完成了，是一个很棒的
爱情故事。虽然它还没有名字，
不过我的角色跟我本人非常相
似。”阿兰·德龙说，“一个我这个
年纪的男人，反复无常、古怪、暴
躁，在他生命结束前找到了真
爱。”据悉，这个“真爱”将由法国
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出演。

“我的训练是为了成功，不
是快乐。这两个并不能同行。”
被他称为一生挚爱的妻子于
1982年离世后，阿兰·德龙和他
的狗生活在巴黎郊区。他希望
这部还未定名的电影可以在明
年戛纳电影节上出现。2018
年，距离 1963 年他主演的维斯
康蒂电影《豹》拿下金棕榈大奖，
整整55年。“我很乐意回去作最
后的告别”，他说。

法国影星阿兰·德龙息影作牵手朱丽叶·比诺什

5月 16日下午，中国男篮国
家队蓝队首堂媒体公开课在北
京体育大学国家训练基地举行，
主教练杜锋率领蓝队队员集体
亮相。

蓝队队员大多是各支 CBA
球队的核心球员，李根、王汝恒
等拿过CBA总冠军的球员更是
为这支球队带来了宝贵的大赛
经验。当天，共有12人参加了训
练，而易建联、刘晓宇、郭艾伦等
人目前尚未归队。谈到蓝队目
前的情况，杜锋表示：“球员来到
这里非常兴奋，无论作为球员还
是教练能代表国家，为国家作出
自己的贡献，感到很自豪。大家
也非常投入，情绪非常好。”对于
球队的要求他用两个词概括：向
心力和尊重。他表示球队现阶
段的任务是对球员的考察，从国
家层面看球员对篮球理念的认
识，而他个人更看重球员的球场
意识，从而在训练和比赛中发掘
有潜质的球员。

作为一个年轻教练员，杜锋
表示：“作为国字号主帅，压力和
责任都很大，当选时，我感觉压
力超级大。”他坦言：“目前中国
篮球处在一个艰苦时段，年轻教

练承受着更多责任和担当，我们
一定会全身心努力，尽能力做到
最好，希望给这支队伍更多的帮
助。”而他认为他和李楠之间不
存在竞争关系，都是为国家队做
贡献，感谢篮协给予他们的机
会，他们会在不同方面更好地完
成各自的工作，帮助年轻队员提
高。

面对双国家队的新政策，蓝
队和红队的侧重点有些不同。
杜锋认为，篮协这种做法其实是
给更多有能力的球员更多的平
台和机会，这样不仅能让球员的
眼界和对篮球的认识上升一个
台阶，同时，对于中国篮球、球员
个人以及联赛俱乐部，都会传达
更多对篮球好的理念，也能帮助
更多身边的从业人员。李根也
提到：“不能用双国家队形容，其
实是一个国家队，两个平台，能
够给大家更多的机会，是一件好
事。”

李根作为球队的老大哥，不
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也非常幽
默，能够调节队内气氛。当提到
蓝队比红队平均年龄更大时，李
根笑称“我们也正青春啊”。而
被问及第一次与杜锋合作时，他
也调侃道“嗯，对，以前当过对
手”。李根认为球队现在的主要
任务是积极恢复，同时也做好杜
锋指导要求的团结、凝聚力和向
心力。

6月 17日，中国男篮将迎来
与金砖五国的首场对抗赛。杜
锋对此表示，目前对比赛对手还
不太了解，主力队员也没到位，
对于年轻队员来说是一种机遇，
能展现和锻炼自己，所以要非常
认真地准备和对待。备战目标
主要是身体恢复、对抗能力的提
升以及技战术思想方面的统一。

中国男篮蓝队悉数登场
杜锋：压力和责任均很大

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当地时间5月17日正式在法国开幕，华语影人、华语电影纷纷亮相。

戛纳电影节开幕
华语影人华语电影纷纷亮相

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
幕式上，范冰冰身着高级定制
礼服，与评委会主席阿莫多瓦、
评审团成员朴赞郁、威尔·史密
斯、保罗·索伦蒂诺、杰西卡·查
斯坦、盖布瑞尔·雅德等人一同

亮相。此次范冰冰担任本届戛
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受
到了众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作为戛纳电影节的老朋友，范
冰冰因《日照重庆》首次亮相戛
纳，范冰冰主演的《观音山》《我

不是潘金莲》等电影作品，也在
国际 A 类电影节中有所斩获，
而范冰冰亦成为继巩俐、张曼
玉之后，中国最年轻的“双A影
后”，而这也使得戛纳电影节将
目光聚焦到了这位中国女演

员。
据悉，范冰冰与其他评审

团成员将进入忙碌的评审工
作，戛纳电影节最终奖项也将
于戛纳时间5月28日揭晓。

范冰冰出席开幕式飘逸优美仙气十足

今年竞赛单元没有一部华
语电影,但是按照惯例,还是有
不少华语电影喜欢在戛纳搞放
映活动,或者借戛纳卖片的机会
公布一些最新的物料。《捉妖记
2》就在戛纳正式宣布定档2018
年的大年初一。

2015 年,《捉妖记》勇夺年

度票房冠军,票房口碑双赢,小
妖王胡巴呆萌形象深入人心；时
隔两年,《捉妖记2》正式宣布回
归。在电影节开幕当日,片方除
了宣布影片的上映日期为2018
年大年初一外,也曝光狮门电影
日前买下《捉妖记2》在北美、英
国的海外发行权,并同时购入

《捉妖记》系列部分地区的实景
娱乐场地开发权,国际版先导海
报也在电影节上曝光。海报画
面中,胡巴挥舞鱼钩钓上“大
鱼”,一只头顶荷叶的巨妖浮出
水面,神情古怪地盯着面前“闯
祸 ”的 小 萌 妖 。 疑 似 名 字 为

“Ben”的新妖若隐若现,而它与

胡巴是敌是友也留下不少悬念。
片方介绍,这一次的续集故

事会有更多妖、更好笑、更打动
人。续集中,除了白百何、井柏
然等原班人马回归,还有梁朝
伟、李宇春、杨祐宁、大鹏、柳岩、
黄磊、吴莫愁、X玖少年团等众
多新伙伴加盟。

《捉妖记2》戛纳定档2018年大年初一

国产恐怖电影《中邪》近日
也在戛纳发布海报,宣布将赴戛
纳举办全球放映看片会。这部
由全素人团队打造的小成本电
影,被誉为中国恐怖电影的新希
望,制作成本仅仅七万元,在不
远的未来也即将进入主流院线
市场。

2016 年,电影《中邪》在第

十届FIRST青年电影展展映,一
举拿下“最佳艺术探索奖”“豆瓣
影评人选择奖”两枚大奖。众多
业界资深影评人和观众纷纷力
挺,称赞该片为“国产恐怖惊艳
之作”“华语独立新秀”。近日该
片发布戛纳版海报,画面中半张
祭祀纸人“小丽”的面孔十分抢
眼,散发出浓重的惊悚悬疑之

感,但又和以往中国所有恐怖类
型电影有着截然不同的调性。

电影《中邪》讲述了大学生
丁鑫和刘梦为拍摄农村风俗纪
录片进入一个村落,在目睹了充
满诡异气息的“还人”仪式后,两
人跟随“高人”王婆夫妇来到一
处偏远的山庄拍摄驱邪过程,然
而事情却向更加诡异的方向发

展,驱邪四人组经历着人性的考
验,生命岌岌可危,而所发生的
一切都被丁鑫和刘梦的摄影机
默默记录着……为了区别于原
本的放映规模,在电影展之后影
片进行了升级处理,影院正式公
映版将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视听
体验。

《中邪》戛纳放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