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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娱乐

2023年亚洲杯
承办城市10月底前确定

近日，亚足联与 2023年亚洲杯筹备工作办
公室组成考察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
18个申办城市进行了考察。根据工作计划，亚
足联和亚洲杯筹备工作组将于 10月底前确定
承办城市。

本次考察工作是在亚足联的指导下，以“专
业场馆建设”“青训发展推动”“足球发展指标”

“城市综合实力”共 4项主要指标作为遴选的核
心评估标准。其中，“专业场馆建设”和“青训发
展推动”为申办城市承诺指标。“专业场馆建设”
明确要求申办城市须在 2022年底前拥有一座
专业足球比赛场馆；“青训发展推动”要求申办
城市须在 2021年底前按照中国足协标准建立
足球青训中心，连续 4年培养一批新增持证青
少年足球教练员，扶持引导社会足球青训机构
发展和建立覆盖全市的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等。

对于此次考察，亚足联竞赛和活动部副部
长阿巴兹贝克·贝尔迪库洛夫说：“这次考察给
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就。近年来，中国足球的发展也有了很大进
步。各城市的足球场地基础设施、青少年足球
和社会足球发展令人欣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
信，中国有能力举办一届精彩非凡的亚洲杯。”

（来源：人民网）

近日，已经抵达日本横滨的
中国女排开始备战将于本周六揭
幕的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全队
的训练先从适应新的比赛用球开
始。国际排联日前公布了新设计
的“MIKASA V200W”室内排球，
该款排球将成为本届世界杯和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比赛用球。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国际
排联更换过一次比赛用球，而
后国际比赛均使用“MIKASA
MVA200”排球。这款排球拥
有独特的排球美学，旋风造型
的叶片特别吸引人们眼球，加
上防滑材质、内外双层减震技
术、防汗排水涂布以及类似高

尔夫球的孔洞空气流体设计，
都给排球运动带来了革命性的
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MI⁃
KASA MVA200”独特的设计，
各队的一传到位率出现明显的
下滑。国际排联逐渐意识到，女
排比赛因此少了许多眼花缭乱
的战术。因此这一次新的比赛
用球“MIKASA V200W”摈弃了

“MIKASA MVA200”控制力弱
的缺点，加强了可控性，稳定了
球的飞行路径，并创造了球的额
外缓冲控制，令使用者更好地控
制球，就是重量稍微大一些。这
对战术多变的亚洲球队而言，在
某些方面是有利的。为了提前
适应，中国女排在北京的训练中
就已经使用了新球，大家对新球
的感觉还不错。

与往届世界杯赛不同，本届
比赛与奥运会参赛席位无关，中
国队已经在此前进行的奥运会
预选赛中提前拿到了东京奥运
会的门票。

（来源：人民网）

有一个对电影《小小的愿望》的
评论，说看片时，“笑着笑着就哭了，
哭着哭着又笑了”，这是一个很高的
评价了。在现场观影的过程中，当
然有许多笑声，也发现有观众感动
流泪，但整体上并没有达到大部分
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
笑了”的程度。《小小的愿望》整体上
说是一部合格的青春片，有点别样，
有点温暖。

突然患上肌肉萎缩症的高中生
高远（彭昱畅饰），被医生告知时日
不多，决心在临死之前完成一个愿
望，那就是谈一次恋爱。得知这个
消息的身边两位好兄弟徐浩（王大
陆饰）和张正阳（魏大勋饰），为了兄
弟最后的愿望，不惜一切奋战到
底。影片之前片名叫《伟大的愿
望》，翻拍自韩国同名电影，现在改
成《小小的愿望》。

《小小的愿望》并不是一部简单
的喜剧电影，导演田羽生不仅拍过

“前任三部曲”这样的爱情喜剧，其出

道之作便是担任《人在囧途》的编剧，
《人在囧途》的特点就是展示深入浅
出曲折离奇而又催人泪下的故事，影
片有搞笑的喜感，但看完绝对不会一
笑而过，而是触及到人性的软肋和真
情。《小小的愿望》也是这样，为了高
远的愿望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三兄
弟的故事算得上曲折离奇，比如去海
边，比如找各种女同学去和高远谈恋
爱，这个过程充满了喜感。但人生自
古悲别离，影片并没有创造一个高远
痊愈的大团圆结局，而是让三兄弟直
面死亡，为了高远的愿望所做的一
切，就显得温暖了许多。

9月 8日，《小小的愿望》在北京
等地举办线下活动之际，彭昱畅工
作室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该片制
片方违反合约，“模糊演员排序，损
害了彭昱畅作为领衔主演的署名
权，且经反复沟通片方至今仍然拒
绝更正”，因此“已函告片方解除合
约”，但出于对影片全部演职人员、
各参与方及观众的尊重，彭昱畅依

然会自费出席片方安排的宣传与路
演活动。《小小的愿望》的故事围绕
着彭昱畅饰演的角色展开，在此前
的宣传活动中，彭昱畅的名字也一
直排在首位，因此观众都默认彭昱
畅是一番。但首映后有观众发现，
影片上的一番变成王大陆，彭昱畅
方由此维权。9月 9日上午，片方通
过电影官微发表致歉声明，称彭昱
畅、王大陆和魏大勋同为电影《小小
的愿望》的领衔主演，制片部门与彭
昱畅和王大陆签的合约列名均为

“男一”，“系我司工作重大过错”。
真正的番位，靠的是演员的演

技。首先说彭昱畅。从戏份说，他在
三兄弟里戏份并不多，不过影片故事
围绕他饰演的高远展开，在影片中的
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彭昱畅在影片
中饰演了一个难度颇大的角色，高远
这个角色在影片里除了极少部分的
闪回戏份，几乎只有嘴和面部表情，
脖子以下部位不能动。不过，彭昱畅
从没有放弃用眼神和嘴巴甚至喉结

演戏，比如被用摩托车带着去海边被
交警拦住，貌似没有戏的彭昱畅用无
奈的眼神显出无尽的忧伤，这样的表
情加上逆光的光晕，让那段略显闹的
戏份竟有了淡淡的忧伤。最后一场
用嘴叼着笔艰难写字的场面，真的让
整部电影从嬉笑的浮夸回到正剧的
温暖，彭昱畅戏份不多，却成为影片
立起来的定海神针。彭昱畅饰演的
高远最后死去了，但彭昱畅确实将这
个角色“演活了”。

《小小的愿望》整体上给人不疾
不徐的感觉，精彩的表演不局限于三
兄弟，配角们也为影片增色不少，贾
冰饰演的张父、岳旸饰演的高父都颇
具表现力，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导演
田羽生还在影片中特别出演，化身低
泪点的交警叔叔，为三兄弟“友谊的
小摩托”踩上一脚油门：“走，叔叔给
你们带路。”诙谐逗趣，反差萌十足。
整体上说，影片演员的表演，比影片
的内容更开放，更有表现力。

（来源：新浪娱乐）

献礼片《决胜时刻》宣布改档
推迟至9月20日上映

近日，《决胜时刻》在京召开发布会，宣布正式上映时间从 9
月 12日改至 9月 20日，9月 12日开启点映。该片是博纳“骄傲三
部曲”之一，博纳公司于冬预测该片票房将超过8亿。

电影《决胜时刻》由唐国强、刘劲、黄景瑜、王丽坤、张涵予、濮
存昕、刘之冰、马晓伟、曹炳琨、秦岚、林永健、聂远、杜江、马天宇、
吴昊宸、叶禾、周涛、王伍福、刘沙、王健等出演，讲述1949年党中
央领导人进驻北京香山后，在国共和谈破裂的千钧一发之际，全
力筹划建立新中国的故事。

（来源：新浪娱乐）

国庆档影片开启预售！
三部主力影片展开票房争夺战

国庆档的三部主力影片《攀登者》《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祖
国》同时宣布开启预售，开启国庆档票房争夺战。三部电影皆有
大咖加盟，目前都定于9月30日上映。

《攀登者》根据1960、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史实
改编，讲述在领土陷入争端的危机时刻，两代攀登者誓死登顶，捍
卫领土主权、测量出珠峰的“中国高度”的故事。徐克、曾佩珊监
制，李仁港编剧/导演，阿来编剧，主演阵容包括吴京、章子怡、张
译、井柏然、胡歌等。

《中国机长》根据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
实事件改编，由刘伟强执导、李锦文监制，张涵予、欧豪、杜江、袁
泉、张天爱、李沁等出演。

《我和我的祖国》聚焦新中国成立至今的 7个历史瞬间，陈
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七位名导联合执
导，黄渤、张译、刘涛、杜江、葛优、宋佳、刘昊然、陈飞宇等多位演
员出演。

（来源：新浪娱乐）

《小小的愿望》：

别样的青春片温暖的兄弟情

中国女排备战先从适应新球开始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正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
7000余名来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运
动健儿齐聚一堂，共展风采。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是新中国历史最长的全国性综合运
动会。自 195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
逐渐发展成为少数民族运动员展示
体育能力的舞台，也成为各族同胞相
互交流的重要平台。

花炮、珍珠球、秋千、射弩、板鞋
……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
项目有怎样的历史？本届民族运动
会又有哪些看点？

民族运动会规模扩大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

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
并发展起来的，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健
身、娱乐活动，也是民族文化、生活的
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少数民族的
传统体育活动便得到了重视、保护和
发展。数据显示，全国陆续挖掘整理
的上千个传统体育项目中，有 700多

个来自少数民族。
1953年，首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在天津市举行。当时，仅
有 13个民族的 395名运动员参加了
比赛。而今，民族运动会的参赛人数
已达到近万人，竞赛和表演项目也从
最初的 5个和 3个发展到 17个和 100
多个。

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共有来
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台湾的 34个代表团参赛。其中，回
族运动员有 973名，是参赛运动员最
多的少数民族；保安族、京族、珞巴
族、怒族和鄂伦春族则各有 1名运动
员参赛。

按照各民族运动员共同参赛原
则，本届民族运动会调整了比赛项目
设置，突出 56个民族更广泛的交往、
交流、交融，扩大了各民族参与程度
高、民众基础好的项目参赛规模，适
当缩减了参与程度不高的项目，表演
项目中也首次增加了“民间传统体
育”选项。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民族运动会
还淡化了金牌意识，不再设置金银铜
牌和奖牌榜，取而代之的是设置一二
三等奖，并扩大了奖励面。

展现民族体育文化
民族运动会是各民族体育文化

展示的舞台，精彩的竞赛项目既紧张
激烈、又好看有趣，很多项目具有悠
久的历史传统。

比如，具有满族特色珍珠球运
动，距今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这项
运动是模仿采珠人劳动演变而来，反
映的是采蛤蚌、取珍珠的场景。经过
对运动项目的发掘整理和规则制订，
如今的珍珠球运动跟篮球有不少相
似的地方，球员要把球投入自己队的
持网人网里才算得分。

壮族传统项目板鞋也承载着一
段民族记忆。相传，明代倭寇侵扰我
国沿海地带，广西百色地区的瓦氏夫
人率兵赴沿海抗倭，曾经以板鞋训练
士兵之间的团结性和协作能力。如
今，民族运动会中的板鞋竞速项目，
考验着选手在“同手同脚”状态下的

团结和默契。
同样的运动项目，在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民
族健身操项目在云南有白族的霸王
鞭健身操；在四川藏区有以藏族锅庄
舞为主要舞蹈元素的健身操；在湖
南、湖北的土家族聚居区，有土家族
摆手操……

摔跤在第一届民族运动会上便
被列入竞赛项目。本届民族运动会，
共设置了搏克（蒙古族式摔跤）、且里
西（维吾尔族式摔跤）、格（彝族式摔
跤）、北嘎（藏族式摔跤）、绊跤（回族
式摔跤）以及希日木（朝鲜族式摔跤）
6个跤种，每个跤种都蕴含着少数民
族的独特体育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普
及民族体育项目，自上届比赛开始，
汉族选手可按照一定比例参加竞赛
项目中的集体项目以及表演项目，
民族运动会真正成为 56个民族相聚
的平台。

民族联欢迎客来
持续 9天的运动会，除各项赛事

活动以及开闭幕式外，还将举办民族
大联欢、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展等系列文化体育活动。

其中，作为民族运动会的重要活
动之一，民族大联欢活动将于 9月 12
日在黄河风景名胜区开幕。民族大
联欢活动将以“郑州欢舞迎客来”“山
河欢歌乐交融”“家国欢笑共筑梦”三
个篇章，充分展示中原悠久历史文化
底蕴，展现郑州现代化城市风貌与发
展成就。

据介绍，大联欢将采用“礼乐迎
宾”的形式，传递以“客为尊礼相迎”
的迎客理念，通过“远接、近迎、礼敬”
3个层次形成宏大的迎宾阵势。

在偌大的黄河风景区内，组织方
布置了两条各 2公里左右的游园线
路，其中有各种民间曲艺、戏曲表演，
中原传统婚俗、社火表演，还有泥塑、
剪纸等 60种中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售卖等内容。观众可以参与互动
体验，通过形式多样的互动环节参与
到表演中来。

(来源：人民网)

民族体育之花中原绽放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出品的漫威超英巨制《蜘

蛛侠：英雄远征》近日正式登陆全网，在中秋假期来临之
际，可谓是影迷收到的最好消息之一。今年暑假，《蜘蛛
侠：英雄远征》如期而至，不仅创下烂番茄满分开局的绝
佳成绩，更是全球豪取11亿美元票房，成为首部破10亿
美元的蜘蛛侠电影。而在今天，《蜘蛛侠：英雄远征》全
网上线，王者归来，再次轰炸荧屏。

影迷提前过节 蜘蛛侠今日登陆全网
暑期档最火的超级英雄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

今日在国内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及哔哩哔哩等各大
视频网站上线，在此前它凭借炫技般的炸裂视效和激烈
精彩的打斗场面圈粉无数，许多影迷看后都期待二刷甚
至三刷，而今日全网上线的消息对于影迷来讲，无异于
提前过节。

影片在院线上映后，便以超高的口碑一举将国内
票房市场从低迷带向火热，掀起暑期档观影狂潮。剧
情无限反转猜不到结局，视效颠覆炸裂脑洞爆炸，打斗
场面猛烈刺激，连荷兰弟汤姆·赫兰德饰演的蜘蛛侠，
与文艺片男神杰克·吉伦哈尔饰演的神秘客之间的对
手戏都堪称史上最完美演绎。N项全能的《蜘蛛侠：英
雄远征》势必将再次点燃全网，更多细节和彩蛋等待观
众发掘寻找。

蜘蛛侠独挑大梁 重现超级英雄荣耀
作为全球最知名的超级英雄之一，许多人第一次与

蜘蛛侠的相遇都是在小荧屏中完成。而《蜘蛛侠：英雄
远征》不仅重现了首部蜘蛛侠电影中的多处经典场景，
如城市空中巡游、博物馆游学等情节，也为蜘蛛侠的英
雄蜕变设计了潜行战服、钢铁蜘蛛战服等多套战衣，不
断为粉丝带来惊喜。

而此次蜘蛛侠独挑大梁，与反派在欧洲地标建筑上
进行多场激烈的打斗。在不断的欺骗与抉择中强大自
己，最终惨烈获胜完成了自己的成长蜕变。他再次捍卫
了超级英雄的荣耀，也带来了久违的成长共鸣。想必很
多观众也会在本片中再次体会到初见这位青春、活力的
超级英雄时的感动。影片已在今日登陆全网，最熟悉的
超级英雄蜘蛛侠在线等待再次相遇。

《蜘蛛侠：英雄远征》由导演乔·沃茨再次执导，“蜘
蛛侠”汤姆·赫兰德、“局长”塞缪尔·杰克逊重磅加
盟！更有好莱坞实力派巨星杰克·吉伦哈尔饰演新角
色“神秘客”。玛丽莎·托梅、乔恩·费儒、赞达亚、雅各
布·巴特朗等原班人马也将悉数回归。蜘蛛侠独挑大
梁，劫后重生决战千里，2019年度必看漫威宇宙大片，
MCU 第三阶段最后一部作品！影片已正式登陆全
网，火爆热播中！

（来源：时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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