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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团今日见奖牌
新华社平昌2月12日电（记

者 苏斌 周凯 刘宁）13日是中国
军团在平昌冬奥会上第一个真正
的冲牌日。短道速滑女子500米
和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的选手
们将力争捅破窗户纸。

短道速滑赛场再燃硝烟，13
日将决出女子 500米金牌，中国
队的范可新是夺金热门之一。四
年前的索契冬奥会，进入半决赛
的范可新在没有发生碰撞的情况
下意外摔倒，平昌冬奥会无疑是
她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中国队三员女将范可新、曲
春雨和韩雨桐 10日均顺利通过
预赛。13日的四分之一决赛，每
组的前两名进入半决赛。范可新
和韩雨桐被分在一组，同组的还
有本赛季世界杯上海站获得第五
名的宾尼和俄奥运选手索菲亚。
世界排名第 32位的曲春雨和世
界排名第二的崔敏静同组，该组
还有意大利人瓦莱斯皮娜以及匈

牙利选手贾扎帕蒂，她们的世界
排名都高于曲春雨，四分之一决
赛对曲春雨来说是场恶战。

女子500米一直是中国短道
的强项，从2002年冬奥会杨扬夺
得冠军开始，中国队已经连续 4
届冬奥会在该项目上摘金，能否
延续统治地位值得关注。

短道速滑当日还将进行男子
1000 米和 5000 米接力的预赛，
在索契冬奥会上夺得接力季军的
中国男队将开始冲金之旅。

冰上看短道，雪上看单板。
经过 12 日的预赛，刘佳宇和蔡
雪桐顺利晋级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决赛。1992 年出生的刘
佳宇 17 岁就拿到过世锦赛冠
军。2010 年在温哥华，她首次
参加冬奥会就获得第四名，取得
了中国选手迄今为止在该项目
中的最好成绩。索契冬奥会失
意仅获第九后，刘佳宇憋了一股
劲要在平昌取得突破。24 岁的

蔡雪桐在索契冬奥会上位居第
六，她还是 2015、2017年两届世
锦赛冠军。

不过，刘佳宇和蔡雪桐对手
不少且实力强劲，其中美国选手
克 洛 伊·金 在 预 赛 中 拿 到 了
95.50 的全场最高分。决赛中，
两位中国队女将当放松心态，放
手一搏。

冬奥赛场 13 日将产生 8 枚
金牌，其中 5 枚来自雪上项目。
除 U型场地外，高山滑雪将决出
男子全能回转冠军，越野滑雪进
行男、女古典式短距离竞速赛，此
外还有雪橇女子单人决赛。

冰上方面，速度滑冰将进行
男子 1500米争夺，世界冠军、荷
兰选手努伊斯是最大夺冠热门。
在2017年世锦赛上，他包揽了男
子1000米和 1500米两个项目的
金牌。另一块冰上项目金牌来自
冰壶混双，中国队组合王芮／巴
德鑫此前已经遗憾无缘半决赛。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在中国
传统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亚冠战火
点燃，上海滩双雄客场挑战川崎前
锋和鹿岛鹿角，天津权健在主场对
阵香港志杰，广州恒大则遭遇泰国
武里南联队。在国人喜迎传统佳
节之时，中超四强决心用完美的开
局，与全国人民一起“贺岁”，不愿
为中国的传统佳节添堵。

6年前初登亚冠赛场，恒大曾
在小组赛次轮主场惨遭武里南联
队绝杀，咽下了球队亚冠史上至
今“最窝囊”的 1枚苦果。此番两
队再度相遇，恒大势必不会再给
这个对手爆冷的机会。2016年最
近 1次参加亚冠，武里南联队小组
赛 6战未尝 1胜，不仅客场 3球先
后完败于山东鲁能和广岛三箭，
主场还曾被FC首尔 6球血洗。恒
大主场出击的目标当然是赢取开
门红。身为已属老资格的亚冠强
队，恒大应具备迅速调动出比赛
状态、平稳体现控制力的能力。

天津权健第一次进入亚冠自
然会迎来不少挑战，与申花的热
身赛后，权健队返回盐城大丰继
续操练，主帅索萨也开始专门为
13 日与志杰的比赛做战术部署。
近一个半月马不停蹄的奔波，索
萨的身心也已达到一个极限。作
为上赛季港超四冠王，本赛季杰
志队的表现依然火爆，但从球员
身价来讲，权健队还是 14倍于对
手，而且队中两名归化球员都因
伤或将缺席本场比赛。显然两队
实力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但上赛
季亚冠资格赛，杰志曾将蔚山现
代拖入点球决战，差一点爆冷晋
级，这也足以对权健队有所警示。

在亚冠赛场并没有惊喜的上
海滩双雄，这两场战役场场都是
遭遇战，时隔 7年重返亚冠战场的
申花将客场对阵鹿岛鹿角，上港
则挑战川崎前锋，这也将是上海
滩兄弟联袂挑战的绝佳机会。资
格赛涉险过关，小组赛首战又将

遭遇上赛季 J联赛冠军，拥有小林
悠、大久保嘉人两位实力派前锋
的川崎前锋，对新帅佩雷拉和上
港众将来说，虎口拔牙的难度之
大自然可想而知。因此，要想在
客场与川崎前锋的对决中“保平
争胜”，无疑将极大地考验上港队
的防线发挥。

时隔 7年再度出征亚冠赛场，
申花首战就将遭遇劲敌鹿岛鹿
角，对吴金贵和他的弟子们来说，
只要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力保
不失球的基础上，瓜林、莫雷诺、
马丁斯 3 名外援能充分发挥出自
己的超强个人能力，或许“猎鹿”
也不是就没有机会。上赛季后
段，申花在吴金贵指挥下稳步提
升了整体防守，由此又推动了快
攻效果，这在足协杯决赛同上港
的较量中得到充分体现。如今面
对鹿岛鹿角，申花能否稳固防守、
积极捕捉快攻机会是比赛的关键
线索。

亚冠小组赛今燃战火
中超四强出战不添堵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建业足球俱乐部获悉，
2018赛季足协杯抽签结果日前已经出炉。从抽签结果来看，诞
生了新赛季足协杯引人关注的看点，比如足协杯卫冕冠军申花
与中超卫冕冠军恒大同进入下半区。建业队签位不错，与权健、
苏宁、富力三支中超球队分在 A区。本赛季的足协杯，中超球
队将会从第四轮比赛打起，建业队首战的对手将会在延边富德、
成都FC与沈阳建设队之间产生，若能顺利通过，极有可能与广
州富力碰面。

上海上港、北京中赫国安、北京人和、天津泰达进入B区，与
A区共同组成上半区。广州恒大淘宝、山东鲁能泰山、河北华夏
幸福、贵州恒丰进入C区，上海绿地申花、重庆当代力帆、长春亚
泰、大连一方进入D区，同处于下半区。其中卫冕冠军申花抽到
了上上签，在半决赛前不会遭遇太强的对手。而恒大、华夏与鲁
能三队则挤在了一起，再加上首战中超表现不俗的智诚，组成了
死亡之组，这无疑为渴望多线前行的恒大制造了障碍，在这个冬
窗经历人员更迭后，恒大还能否成为足协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的确是个不小的问号。

足协杯第一轮比赛由8支资格赛球队对阵8支中乙球队；第
二轮由首轮晋级的8支球队、4支资格赛球队以及20支中乙联赛
球队捉对厮杀；第三轮比赛共32支球队参加，第二轮比赛获胜队
直接按既定签位落位主场，中甲16支球队抽签落位相应客场位
次；第四轮比赛，第三轮的获胜队直接按既定签位落位主场，参加
亚冠的4支中超球队首先抽签落入上、下半区客场位次，其余12
支中超球队抽签落位其余客场位次，从而确定对阵关系。

足协杯抽签有果
建业队签位不错

2015年，《捉妖记》以 24.39亿的票房收入成为华语电影票
房冠军，合家欢电影的票房潜力震惊了整个电影市场，本月 16
日，由梁朝伟、白百何、井柏然等主演的《捉妖记 2》原班人马再
度集结，将为观众呈现更为恢宏、有趣的妖族世界。

昨晚，奇幻喜剧电影《捉妖记2》导演许诚毅、主演梁朝伟来
到我市某购物中心，与绿城的影迷玩游戏、聊电影、拜早年，亲密
互动，场面热闹非凡。

童心未泯开启趣味新体验

喜欢梁朝伟的人都知道，热爱演戏的他十分讨厌古装戏中
戴头套，尤其是冬天。时隔 15年，在电影《捉妖记 2》中，他却又
意外地戴起了头套，饰演了一位逢赌必输的赌徒屠四谷，这不禁
令人想到他在《阿飞正传》《神龙赌圣》中的角色。“我自己很想尝
试天师的角色，导演他们给我的角色是一个赌徒，但因为是要和
空气对戏，所以对我来说也还是一种新的体验。”梁朝伟说，“我
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带给我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部充满童心
的电影。”

相较于井柏然和白百何，梁朝伟在《捉妖记 2》中是个十足
地“新人”，谈及与其他演员的合作，梁朝伟称电影分两条线发
展，“我到最后才跟他们（井柏然、白百何）有交集，他们很好玩，
也很专业。”梁朝伟透露，《捉妖记2》中，李宇春的表现和造型让
他很惊讶。“我没想到她（李宇春）演得这么好。”

谈及接拍《捉妖记 2》的缘由，梁朝伟坦诚自己之前在上海
拍戏时曾看过《捉妖记 1》，“当时看得很开心，感觉它就像我小
时候看过的动画片一样好看，而且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国产电影
有这种真人互动的动画。后来收到《捉妖记 2》的剧本，可能因
为看过第一部的缘故，所以在看剧本时画面感很强，加上我还没
有拍过真人动画，所以很想尝试。”

诚意满满河南元素带来惊喜

其实，当初邀请梁朝伟加盟时导演许诚毅并没有十足的把
握。“屠四谷这个角色很难把握，演得不好很容易让观众讨厌，我
当时想，如果是梁朝伟的话观众应该讨厌不起来吧？所以就抱
着试一试的态度向梁朝伟先生发出了邀请。”许诚毅说，“当时我
们认定这个角色梁朝伟来演能加分不少，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
这个角色就得改很多，现在看来，我们的决定是对的。”

在拍摄过程中，首次接触与虚拟对象隔空对话这一拍摄模
式的梁朝伟，觉得既新鲜又好玩，由于从没有过类似体验，他偶
尔会忘记虚拟对象的高度、它们的表情反映等，好在有导演和剧
组的细心帮助，因此逐渐得心应手。“梁朝伟演戏的时候激发了
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根据这些来做了妖的动作，后期在做的时
候觉得胡巴和笨笨反而做的不太好。”谈及梁朝伟的演技，许诚
毅满满地称赞。

近几年，演而优则导开启了众多演员的转型之路，热爱看电
影、喜欢看电影的梁朝伟却无动于衷。“我从来没想过做导演，拍
了这么多年戏，看到许多不同的导演所付出的辛苦与不易，所以
并不想去尝试做导演。”梁朝伟说，不工作的时候，他会天天运
动，每天都去看电影，冬天滑雪，夏天游泳，“往年新年我都回去
滑雪，今年准备回香港陪家人。”

在采访最后，许诚毅特别指出电影里面有些角色讲的是河
南话，“河南的观众一定会感到很亲切。”

影片将于大年初一（2月 16日）上映，敬请期待。

《捉妖记2》燃爆春节档

导演许诚毅携梁朝伟
现身绿城热闹大拜年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美国传奇影业、美国环球影业和善为
影业联合出品的好莱坞科幻动作巨制《环太平洋：雷霆再起》近
日发布了“火力全开”版定档预告和海报，正式宣布3月 23日全
国公映。时隔五年，这部风靡全球的机甲神作再度重磅归来，让
一众翘首以盼的影迷激动不已。

在全新曝光的“火力全开”定档预告中，伴随着热血激昂的
音乐，将机甲与怪兽的激烈对决揭开冰山一角。关闭了近十年
的海底虫洞再次打开，巨型怪兽重袭人类，城市街头和海底相继
出现怪兽庞大的身影，人类家园遭遇全面摧毁，生命危在旦夕。
千钧一发之际，作为拯救地球最后一道防线和希望，新生代机甲
驾驶员热血集结，驾驶升级回归的机甲挺身而出英勇接招。

预告中，复仇流浪者、军刀雅典娜、英勇保护者和凤凰游击
士等全新一代机甲震撼亮相，与凶险异常的巨型怪兽展开硬碰
硬激烈对决，最燃爆初春的视效巨制即将热血来袭。荣耀归来
的机甲战队，将如何团队协作与怪兽展开末日厮杀，磅礴大战让
我们拭目以待。同时发布的定档海报中，机甲战队与巨型怪兽
上演背水一战，末日危机一触即发。

电影《环太平洋：雷霆再起》迪奈特执导，约翰·博耶加、斯科
特·伊斯特伍德、景甜、卡莉·史派妮、菊地凛子、伯恩·戈曼、亚德
里亚·霍纳、张晋以及查理·戴等联袂主演，将于 3 月 23 日以
2D、3D、中国巨幕、IMAX、杜比影院、临境音以及 4D制式登陆
全国影院。

《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定档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近日，印度催泪喜剧电影《小萝莉的
猴神大叔》在奥斯卡汇金国际影城提前点映，片中大叔与萝莉的
组合圈粉无数，细腻的感情与妙趣横生的桥段令人过目难忘。

作为继《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后国内引进的又一部印度
高分神作，影片凭借着动人的故事和精良的制作一举成为印度
票房前五的口碑佳作。影片中，患有失语症的小萝莉意外与母
亲走失，后遇到印度大叔帕万。自此两人的命运神奇般地被捆
绑在一起。虽然小萝莉与大叔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宗
教信仰，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帕万穿越边境送沙希达回家。虽然
这场“寻家”旅途遥远又艰苦，但也趣事频发。期间小萝莉和猴
神还被误认为是印度间谍，令人啼笑皆非。而猴神大叔也一直
践行着自己的诺言，用他坚实的臂膀守护小萝莉。两人一路上
苦中作乐，一起欢乐寻家。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算是一部公路片，只是相比于大多数
‘在路上’题材，它包含着更宏大的野心以及更深刻、复杂、多样
的主题。”“因为爱，在异国走失的孩子可以平安回家；因为爱，大
家可以抛下仇恨、团结起来；因为爱，有失语症的小萝莉也克服
了心理障碍发出了声音。”“几度让我潸然泪下！一个简简单单
护送小女孩回家的影片实在太让人感动了。爱，可以拍得如此
美丽感人！”这部电影让影迷们感慨颇多。

据了解，影片将于 3 月 2 日元宵节在全国各大影院暖心
上映。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点映

蔡雪桐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上图：2月11日，纽卡斯尔联队球员谢尔维（右）在比赛中和曼联队球员桑切斯
拼抢。当日，在2017~2018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27轮比赛中，曼联队客场
以0∶1不敌纽卡斯尔联队。

右图：2月11日，巴塞罗那队球员苏亚雷斯（左）和赫塔菲球员达米安在比赛中
拼抢。当日，在2017~2018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23轮比赛中，巴塞罗那队
主场以0∶0战平赫塔菲队。 新华社发

冷门日

新华社平昌2月12日电（记者 姬烨 王
集旻 苏斌）12日的平昌冬奥会赛场，中国
女子单板滑雪U型场地队的刘佳宇以预赛
第二名跻身决赛，有望实现该项奖牌零的
突破，而作为中国跳台滑雪历史上第一位
闯入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常馨月在女子
标准台的比赛中完成历史性一跳，最终在
决赛中位列第20名。

在奖牌榜上，德国（4金 2铜）、荷兰（3
金 2银 2铜）和加拿大（2金 4银 1铜）位居
前三。亚洲代表团中，日本在 12日的女子
速度滑冰 1500米比赛中收获一枚银牌，目
前并列第十。韩国依靠此前 21岁新人林
孝俊在短道速滑男子 1500米的金牌，在奖
牌榜并列第八。

中国军团在开赛以来还没有奖牌入

账，不过 13日将迎来又一个冲牌日，短道
速滑女子 500米和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
的中国选手们将力争捅破窗户纸。

12 日的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预赛
中，曾在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获得第四、
创造该项中国选手最好成绩的刘佳宇，第
一次试滑就凭借完美的动作拿到 87.75 的
高分。最终，她依靠这个成绩以预赛第二
名晋级 13日的决赛。在索契列第六的蔡
雪桐虽然两轮均有失误，但仍然以第六位
晋级决赛。中国队的另外两名选手李爽和
邱冷则无缘决赛。

经过三届冬奥会的磨砺，刘佳宇说：
“我希望这次能够有所突破，因为好的成绩
也能够推动这个项目的发展。”

作为中国跳台滑雪历史上第一位闯入

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常馨月在 12日的首
轮资格赛中，一跃飞出 83米，最终以 69.6
分的成绩，排在第 26位顺利晋级决赛。在
随后进行的决赛中，第五个出场的常馨月
再次跳出 84.5 米的好成绩，一举拿下 85.3
分。最终，她以总成绩154.9分在进入决赛
的30名选手中排名第20位，圆满地完成了
自己的首次冬奥之旅。

12 日共产生 7块金牌，其中 5块来自
雪上。德国选手达赫梅尔夺得冬季两项女
子 10公里追逐冠军，这是她在平昌夺得的
第二枚金牌。

速度滑冰比赛中，荷兰名将乌斯特夺
得女子 1500 米金牌，这位冬奥“四朝元
老”在过去三届的该项比赛中分获铜牌、
金牌和银牌，如今这枚金牌让她成为冬奥

速滑比赛历史上第一位获得 10枚奖牌的
运动员。花样滑冰比赛也决出首块奖牌
归属，加拿大队在团体赛中强势登顶，俄
罗斯奥林匹克选手获得银牌，美国队夺得
铜牌。

备受关注的朝韩女子冰球联队在首战
0∶8不敌瑞士队之后，又在第二场小组赛中
以同样比分不敌瑞典队。冰壶混双半决赛
中，加拿大和瑞士队会师决赛，将在 13日
争夺冬奥冰壶史上的首枚混双金牌。

赛场之外，闭幕式“北京 8分钟”文艺
表演的设备在当天运抵平昌，在采用大量
高科技设备的情况下，当地的低温和大风
是目前工作人员比较担心的问题。据悉，
大部队将于 17日（大年初二）抵达平昌，为
冬奥会进入“北京周期”进行最后排练。

常馨月首秀创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