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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10 月 20 日电

山东西王篮球俱乐部 20日宣布
与美国球员莱斯特·哈德森签
约。待向CBA公司正式报送注
册材料并经审核、公示通过后，哈
德森将正式代表山东西王男篮征
战2019-2020赛季。

山东西王男篮公布的资料显
示，出生于 1984年 8月的哈德森
身高 1 米 91、体重 86 公斤，司职
得分后卫。在 2009年的NBA选
秀大会中，他第二轮第 28顺位被
波士顿凯尔特人选中。然而，他
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赛
场征战。

作为CBA的老熟人，哈德森
曾先后跟随广东东莞银行队和辽
宁本钢队两夺总冠军，个人荣膺
过总决赛 MVP、常规赛 MVP 和
常规赛抢断王等荣誉。上赛季，
哈德森效力于辽宁队，场均得分
27.2 分。

值得关注的是，新签约的哈
德森已经是山东西王男篮第四名
外援。在他之前，山东西王男篮
已有詹姆斯·梅斯、韦恩·塞尔登、
以赛亚·坎南三名外援。

新华社电 导演陈可辛与
中国女排前主教练陈忠和及

“黄金一代”队员，近日亮相第
六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成
为全场焦点。三个月后，由陈
可辛执导、巩俐等主演的《中国
女排》将抢滩春节档，随后，同
样具全民关注度的《李娜》《中
国乒乓》等体育电影也将一一
登场。

体育题材大片 2020年密集
上映，是否意味着国产体育电
影将摆脱囧境，迎来爆发？预
告片刷屏的《中国女排》，能否
担当开启中国体育电影新时代
的重任？

国产体育电影不温不
火

体育承载着国家荣誉和国
民精神，表达人类共通的生命
理想和情感共识，体育电影强
大的感染力能瞬间调动人们的
情绪。从好莱坞到宝莱坞，优
秀的体育电影层出不穷，也屡
获大奖。

从乒乓外交到女排佳绩，
从金牌零的突破到北京奥运
会，体育是新中国非凡历史的
一部分，谱写了令人难忘的家
国记忆。反观国产电影市场，
体育题材影片却略显尴尬，市
场上叫好又叫座的国产片屈指
可数。在许多观众印象里，或
许还是《女篮五号》《沙鸥》等经
典老片，即便是香港导演林超
贤执导、彭于晏主演的《激战》
《破风》，票房也才刚迈过亿元
大关，远远谈不上“爆款”。

“体育人不懂电影，电影人
不懂体育”，是优秀国产体育电
影“难产”的重要原因。陈可辛
在福州参加丝路电影节时坦

言，《中国女排》是自己拍过难
度最大的电影，“在现场有很多
排球教练帮忙把关，其实我也
看不懂，怎么这一个是‘好球’，
那一个就不好呢？”

体育运动专业性很强，对
演员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有很
高要求。彭于晏在拍摄自行车
竞技题材电影《破风》时，每天
都保持十个小时左右的骑行训
练。在拍摄体操电影《翻滚
吧！阿信》前，他更是学习了半
年体操。

爱奇艺影业总裁亚宁认
为，前些年国产体育电影票房
表现不尽如人意，跟观众的欣
赏偏好也有很大关系：“《激
战》上映那两年，市场流行古
装奇幻，院线电影本身以女性
观众为主，她们对拳击题材没
多大兴趣。”

业内人士强调，体育影片
要想脱颖而出，关键在于讲一
个好故事。“ 《摔跤吧，爸
爸》为什么广受好评，首先是
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其
次是阿米尔·汗用他独有的风
格讲好了这个故事，将更多的
情绪和情感带入其中。”印度
山河影业CEO杰哈·钱德勒在
福州参加丝路电影节时说。

《中国女排》能否突
破？

今年国庆前夕，郎平率中
国女排夺冠，女排精神再次振
奋国人。顺势放出的《中国女
排》预告片以及巩俐酷似郎平
的背影不断刷屏，让这部体育
大片未映先热。

导演陈可辛坦言，中国女
排的故事激动人心，拍这部戏

“压力很大”。“我们在每一个

细节上都尽量去还原，希望使
观众看到真正的女排精神和年
代变迁，”陈可辛在丝路电影
节开幕式上说。

为了确保专业性，许多排
球教练被请到现场为拍摄把
关，陈可辛甚至让部分老女排
和现役女排队员自己演自己，
结果发现，“她们比我以往所
拍电影的演员演得都真实。”

中国女排国家队前主教练
陈忠和说，近四十年来女排有
好几代人，要把故事的精华浓
缩为两个小时的电影很困难，
他表示相信陈可辛导演将拍出
一部好电影。

从粉丝对中国女排的关
注，可以看出女排对年轻一代
吸引力之强。时光倒流，他们
的父辈在30多年前也曾以同样
狂热的方式追星中国女排，尽
管人事更迭，但一代代人对

“中国女排”毫无“代沟”的
隔膜。这也许是电影《中国女
排》票房号召力的最大保障，
而剧组的豪华阵容和本身的话
题性，也让市场充满期待。

“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还象征团结拼搏、不屈不挠的
民族精神，所以我相信一定会
取得非常好的票房，也非常有
可能借此打开我们体育电影的
新局面。”亚宁说。

北京聚合影联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总经理讲武生认为，
《中国女排》有庞大的受众群
体，很可能成为大众体育题材
电影的开端。

体育电影未来可期
国庆档余热未消，有着丰

富体育元素的 《我和我的祖
国》票房超过27亿，讲述中国

登山队勇攀珠峰的《攀登者》
票房也突破10亿元，体育电影
百花齐放的大幕正徐徐开启。

业内人士指出，电影市场
一直在变化，目前主旋律电影
票房表现不俗，体育是绝佳题
材，只要把故事讲好，应会得
到市场的丰厚回报。

“电影的观众不一样了，
体育电影传达的不屈不挠的精
神 ， 现 在 的 年 轻 观 众 很 喜
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
办公室主任张小莉说。

随着大众体育的发展，中
国体育电影的受众基础不断扩
大 。 根 据 《全 民 健 身 计 划
（2016—2020 年） 》， 到 2020
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
人数将达到4.35亿。

今年初，国家体育总局联
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提出
到 2020年“全国体育消费总规
模达到 1.5 万亿元”的目标。
受众基础的扩大、政策层面的
刺激，为体育题材电影打开了
巨大的想象空间。

也应看到，中国电影在经
历十年火箭式发展后，已渐趋
理性和成熟。亚宁说，爱奇艺
影业也收到很多体育题材项
目，但因该类型过去表现不
佳，所以目前还未真正上马这
样的项目。

如今，拍摄和制作技术已
不再是阻碍体育电影爆发的因
素。正如丝路电影节上走过红
毯的前国家女排队长冯坤所
言，“希望通过这部电影的细
节和故事来体现冠军背后的真
实人物和日常生活”。好的体
育电影，不仅要有震撼的视觉
效果，更要让观众感受到冠军
热情勇敢的真精神。

10月19日晚，就网友的道
歉，热依扎发文回应表示将继
续诉讼流程：“我还是会告你
的。”

此前，该微博用户在新浪

微博平台上发布“热依扎利用
抑郁症进行炒作”等内容，随后
热依扎方要求其道歉并发出律
师函，称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
责任的权利。

《中国女排》未映先热
国产电影迎来“体育年”

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 20 日
声明：已为球员阿兰申请药物豁
免，不存在违规行为。

中超第 26轮赛前，天津天海
外援被注射“禁药”倍他米松的消
息在网络上曝出。倍他米松是体
坛禁药毋庸置疑。因为含有兴奋
剂功效，尿检必然呈阳性，所以在
国际比赛中，倍他米松被严令禁
止。在国内赛场中国足协也规定，
如球员有特殊情况需使用倍他米
松，必须提前报备。

据接近球队的人士透漏，17
日晚，阿兰胳膊感到不适，队医为
其治疗过程中，注射了一针止痛药
物——复方倍他米松，阿兰随后发
现药物中含有违禁的成分，于是通
知了包括母队恒大在内的相关方。

记者此前联系了某中超俱乐
部的队医，对阿兰注射的这一剂药
物进行了了解，这位队医表示，这
款药物属于“限制使用”的一类，但
并非绝对不可以用，只是使用前后
有严格的规定——如果运动员需
要注射此药物，需要事前备案，否
则赛前12小时不可以使用。相应
的，如果事前备案，或者在赛前12
小时以上，运动员可以使用此药
物。

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在“声
明”中称，经核实，球员阿兰在赛前
因伤病接受常规治疗所使用的相
关药品，俱乐部事前已按照有关程
序，向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
申请了药物豁免，并获得了中国足
协有关部门的同意，球员阿兰可以
正常参赛，不存在违规行为。

由千乘影视股份有限公
司、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
司出品，改编自人民文学奖得
主、金牌编剧海飞的同名小说，
并由其担纲编剧，孙皓执导，张
若昀、王鸥、孙艺洲、阚清子领
衔主演，王泷正特邀领衔主演，
于小伟、李强、高曙光、王婉娟、
罗秋韵、吉丽等联合主演的电
视剧《谍战深海之惊蛰》宣布定
档 10月 22日登陆湖南卫视金
鹰独播剧场，并同时发布了一
组“伺机而动”版群像海报，海
报中众人分成正邪分明的两个
阵营，他们均持枪警戒，等待时
机随时行动，一场来势汹涌的
暗战交锋即将拉开序幕。

《谍 战 深 海 之 惊 蛰》以
1941 年险恶的抗战形势为背
景，讲述了在上海混迹社会底

层谋生的陈山（张若昀饰）因长
相酷似军统特工肖正国而被日
本尚公馆特务头目荒木惟（王
泷正饰）选中，迫使其成为一名
日谍打入重庆军统内部。但在
这个过程中，对于日本人残酷
行径的愤恨和不灭的民族意识
驱使着他一步步坚定地与敌人
做斗争。之后在与优秀共产党
员张离（王鸥饰）的相处与磨合
中，他受到感召，不仅坚定了共
产主义信仰，更在上海与重庆
的双城辗转与三面间谍的身份
转换中，光荣完成多项任务，成
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此
次发布的“伺机而动”版海报运
用低饱和度的色调渲染出敌我
对立局势的危急，全员戒备，随
时行动的神态也传递出谍战一
触即发的紧张感。

《谍战深海之惊蛰》定档10月22日
张若昀王鸥主演

10 月 11 日，由陈凯歌、李
少红、赵薇、郭敬明担任导师的
国内首档导演选角真人秀《演
员请就位》正式和观众见面。
近期，李少红接受专访，专访中
李少红说过去拍《大明宫词》、
《橘子红了》、《人间四月天》的
时候六个月拍摄周期演员都
在，《新红楼梦》也做到了拍摄
700 天，700 天所有的演员都
在。

“不能有轧戏的，轧戏的就
开除”。但现在不一样了，如果
按照这样的要求，她可能找不
到演员。李少红坦言作为导演
她很无奈，但也改变不了现
实。“包括我们自己的戏每天最
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演员今天
能在明天还在不在，然后景要
等演员，这个是常态也浪费很
多钱，这种现象反正是很普遍

的。过去环境单纯一点，现在
就是什么都要速成，养鸡都得
十几天就得要吃上。大家都特
别着急，演戏都不能安心在一
个摄制组里面待完，都得要轧
着戏然后商演，特别怕失去各
种各样的机会。”

谈到演员市场门槛的变
化，李少红认为这些年来演员
市场门槛是越来越宽。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是特
别能接受这种形态，但是我自
己接触了以后我觉得倒是有很
多不同领域中走到演员环境里
来的演员，他可能带来的这种
新鲜感会改变一些科班出身的
演员比较固化的一个东西。从
我们现在参加的经历来讲我觉
得还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
果。”

李少红谈市场浮躁：
按照之前的要求 我找不到演员

热依扎发文回应网友道歉：
我还是会告你的

山东西王男篮
宣布签约哈德森

哈德森

天津天海回应阿兰“禁药门”：

已申请药物豁免
不存在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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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再遭重挫

约翰逊能否守住“底线”？
新华社伦敦 10月 19日电

英国议会下院 19日通过一项修
正案，不仅迫使首相约翰逊与欧
盟达成的新“脱欧”协议表决推
迟，还迫使约翰逊致信欧盟申请
延迟“脱欧”。

欧盟方面 19日晚些时候宣
布，已收到来自英国的延迟“脱
欧”申请。

舆论认为，在 10月 31日“脱
欧”大限来临之际，约翰逊再次
遭遇重大挫折。尽管英国向欧
盟申请延迟“脱欧”，但是否延迟
仍存悬念。

新协议表决被推迟

英国与欧盟 17日就约翰逊
政府提出的新“脱欧”协议达成
一致，英国议会为此定于19日召
开特别会议投票表决该协议。
这是英国议会下院 37年来首次
在周六议政。

但在“超级星期六”的会议
上，议会下院先就独立议员奥利
弗·莱特温提交的修正案投票。
该修正案要求，政府必须先完成
对“脱欧”协议中相关内容的立
法程序，才能将协议本身提交议
会表决。

结果，议会下院以 322票支
持、30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修正
案。这意味着对新“脱欧”协议
的表决将延期举行。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当天没
有举行对新“脱欧”协议的表决，
但修正案投票结果同样反映出
各方对新协议的态度。

约翰逊虽然在新协议中删
除了前任特雷莎·梅“脱欧”方案
中涉及北爱尔兰边界问题、饱受
争议的“备份安排”，但新协议依
然没能得到反对党工党和保守
党政治盟友北爱尔兰民主统一
党的支持。

舆论据此判断，如果议会当
天就新协议进行投票表决，新协
议也很难通过。

欧盟决定成关键

英国议会此前曾通过一份
由议员希拉里·本提出的法案，
要求首相要么 19日在议会通过
新“脱欧”协议，要么致信欧盟申
请延迟“脱欧”。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19
日夜宣布，欧盟方面已收到来自
英国的延迟“脱欧”申请。图斯
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刚刚
收到延迟申请，我将与欧盟领导
人商讨如何回复。”

据英国媒体报道，约翰逊致
信图斯克，申请将“脱欧”期限推
迟至2020年1月31日，但他并未
在这封信上署名。英国广播公
司报道说，约翰逊将在随后的一
封署名信中强调延迟“脱欧”是
个错误。

分析人士指出，在英国提交
“脱欧”延迟申请后，“脱欧”会否
延迟将取决于欧盟态度及其他
多种因素。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此前
曾表示，既然双方已达成新“脱
欧”协议，没有必要再次推迟“脱

欧”期限。

首相坚持如期“脱欧”

尽管约翰逊写信申请延期
“脱欧”，但这并不是其本意，而
是因为法案要求不得已而为
之。约翰逊当天表示不会再和
欧盟谈判延期“脱欧”，而是会按
照莱特温修正案的要求，尽快推
动“脱欧”协议相关内容的立法
在英国议会通过，力求守住他重
申多次的10月31日“脱欧”的底
线。

“我仍然坚信，不管对于英
国还是整个欧洲来说，我们在10

月 31日离开欧盟都是最好的选
择。如果再次推迟，对英国、欧
盟以及对于民主来说，都是坏
事。”他说，“英国政府会在下个
星期向议会提交在 10月 31日如
期退出欧盟所需要的法案”。

如果欧盟拒绝接受再度延
期的要求，为避免“无协议脱
欧”，英国议会将不得不在本月
底之前紧张完成对“脱欧”协议
相关立法和对协议本身的表决。

分析人士预测，约翰逊可能
最快在下周一就把“脱欧”协议
相关立法内容提交议会审议，以
推动议会尽快投票表决新“脱
欧”协议。

新华社渥太华10月19日
电 加拿大新一届议会选举将
于21日举行。在参与争夺众议
院338个席位的多个政党中，最
有竞争力的是现任总理特鲁多
领导的自由党和老对手保守
党。

目前自由党和保守党支持
率相差无几，到底谁能成为众
议院第一大党，特鲁多能否连
任颇具悬念。

自由党丧失绝对优势

在 2015年的大选中，特鲁
多领导的自由党赢得众议院
184个议席，成为众议院第一大
党；保守党位居第二，获得99个
议席。

尽管过去 4年加拿大经济
稳步增长，但特鲁多和自由党
却丧失了4年前的绝对优势，此
次选举前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在
30%至 32%之间徘徊，原因主要
如下：

首先，普通民众没有从经
济发展中获得较大受益，工资
增长缓慢，购买力疲软。有相
当一部分选民认为特鲁多在减
少赤字和税收、促进政府透明
度等方面，雷声大雨点小。

其次，特鲁多政府的大麻
合法化和财政预算赤字高企等
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反对党
还批评政府未能在跨山石油管
道项目、改革选举体系等议题
上兑现承诺。

再者，加拿大舆论认为特

鲁多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有失
误，同一些国家的关系陷入困
境。

此外，特鲁多的个人表现
也受到质疑。加拿大议会道德
委员会两次认定特鲁多违反加
拿大联邦利益冲突法。2017年
底，特鲁多接受邀请到一个宗
教领袖的私人岛屿免费度假；
今年 2月，SNC-兰万灵集团公
司丑闻曝光，特鲁多被指在该
丑闻中涉嫌干预司法。

而今年9月中旬，媒体曝出
特鲁多将脸部涂黑扮演神话人
物“阿拉丁”的图片和视频。“黑
脸妆”在加拿大普遍被视为种
族歧视。此事引发轩然大波，
特鲁多多次公开道歉，含泪承
认错误。

保守党来势凶猛

保守党党首希尔试图率领
该党东山再起。在 4年前的选
举中，保守党大败，让出了众议
院第一大党的位置。

希尔虽然比特鲁多小8岁，
但从政时间却更长。2004年，
25岁的希尔当选联邦众议员，
32岁担任众议院议长，是加拿
大历史上最年轻的议长。2017
年，希尔当选保守党党首，成为
加拿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政党党
首。

希尔出身普通家庭，靠自
己打工读完大学，只用了十几
年时间就从政坛“菜鸟”变成党
首，如此励志的奋斗史吸引了

大量选民支持。
希尔提出的竞选口号是

“向前行”。他在竞选中强调许
多人未从整体经济发展中受
益，承诺保守党上台后将全民
减税，恢复被特鲁多取消的前
保守党政府多项退税政策，废
除碳排放税，恢复预算平衡。

希尔日前被媒体曝光，除
加拿大国籍外，他还同时拥有
美国国籍。不过希尔表示，这
次议会选举竞选开始前，他已
经申请放弃美国国籍。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
教授怀斯曼认为，希尔的双重国
籍不至于影响公众立场，毕竟不
少加拿大人拥有双重国籍。

可能产生联合政府

加拿大纳诺斯民调机构19
日公布的民调显示，自由党支
持率约为 32% ，保守党约为
30.6%。

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选
情看，没有一个政党可以获得
议会半数以上席位。如果自由
党或保守党均未获得超过半数
议席，将需要与其他小党联合
执政，加拿大将产生联合政府。
根据加拿大法律，众议院第一
大党为执政党，该党领袖出任
总理。

特鲁多 14日突然表示，保
守党有可能赢得选举。由此可
以看出，选战进入白热化冲刺
阶段，保守党“死咬紧盯”，让特
鲁多感受到连任危机。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
电 欧洲联盟成员国18日在欧
盟峰会期间商谈 7个小时，没
有能就启动阿尔巴尼亚和北
马其顿加入这一地区组织的
谈判达成一致，2名欧盟领导
人随即批评成员国阻挠启动
入盟谈判是“错误”。

法国方面认为欧盟亟需
改革新成员入盟程序，总统埃
马纽埃尔·马克龙说，在改革
完成前不应接纳任何新成
员。荷兰和丹麦则反对接纳
阿尔巴尼亚。

主导入盟谈判的欧洲理
事会先前说两国已经达到入
盟谈判标准，欧盟拟10月底以
前就启动谈判作出决定。面
对媒体记者，欧洲理事会主席
唐纳德·图斯克表达失望：“这
不是一次失败，而是一个错
误。我真的感到难堪。”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
德·容克18日批评成员国犯下

“重大历史性错误”。
北马其顿总理佐兰·扎埃

夫说，10月过半，如果不能按
承诺就启动入盟谈判作出决
定，将损害欧盟信誉，还会增
强“第三方”在巴尔干地区的
影响力。他所说“第三方”似
乎指俄罗斯。

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
2005年和 2014年分别成为欧
盟候选国。入盟谈判启动后，
候选国一般需要数年谈判才
能正式入盟。欧盟峰会接下
来还将继续商讨启动两国入
盟谈判事宜。

加拿大选举在即

现任总理特鲁多能否连任？
欧洲联盟“内讧”

新成员入盟谈判
难以启动

俄德重申乌东部
冲突双方应无条
件履行此前协议

新华社莫斯科10月19日
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
理默克尔 19日通电话，重申乌
克兰东部冲突双方应当无条件
履行此前达成的相关协议。

俄罗斯总统网站当天发布
公告说，俄德领导人重申，乌克
兰东部冲突双方应无条件履行
此前在明斯克确定的综合性措
施以及在“诺曼底模式”峰会中
达成的相关协议。俄德领导人
还表示，各方应认真筹备下一
次“诺曼底模式”峰会并确保其
取得具体成果。

“诺曼底模式”创立于2014
年 6月。当时法国借纪念诺曼
底登陆 70周年之际，邀请俄罗
斯、德国、乌克兰领导人在诺曼
底就乌克兰东部冲突问题进行
磋商。此后，四国多次就乌东
部冲突问题举行“诺曼底模式”
各层级磋商。

2014 年 4 月，乌克兰东部
顿巴斯地区爆发乌政府军和民
间武装间的大规模冲突。经国
际社会斡旋，冲突双方分别于
2014年 9月和 2015年 2月在明
斯克达成停火协议，确定了停
火线。此后，大规模武装冲突
得到控制，但小规模交火事件
时有发生。

俄一水坝坍塌致15亡

侦查委员会：
因违规开采金矿

新华社莫斯科10月20日
电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 20
日说，19日发生在克拉斯诺亚
尔斯克边疆区的水坝坍塌事故
主要因金矿公司违规开采金矿
所致。

根据俄侦查委员会称，这
起水坝坍塌事故的主要原因并
非之前推测的水坝坝体老化，
而是金矿公司在开采金矿过程
中没有遵守相关安全规定。

目前，该金矿公司总经理
和库拉吉诺矿区负责人等已被
暂时扣押，正等待相关部门做
出进一步调查。

当地时间 19日凌晨，在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库拉吉
诺区谢京基诺村附近，一家金
矿公司的水坝发生垮塌，两间
员工宿舍被淹。事故已造成
15人死亡、多人下落不明。

智利宣布在首都
实施宵禁

新华社圣地亚哥10月19
日电 智利军方 19日晚宣布在
首都圣地亚哥实施宵禁，以避
免因公交系统涨价引发的暴力
抗议进一步升级。

军方发布公报说，当晚 22
时至次日 7时之间实施宵禁，
居民不能上街。宵禁实施期限
将根据具体情况评估后决定。

近日，圣地亚哥出现一系
列针对公交系统票价上涨引发
的抗议活动。因抗议活动升
级，智利总统皮涅拉 19日凌晨
宣布圣地亚哥进入紧急状态，
并取消上浮地铁票价。

据智利军方和警方统计，
截至19日，抗议活动中共有11
名平民和 156 名警察受伤，41
个地铁站遭破坏，308人被捕。

中国驻智利大使馆说，目
前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