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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4日讯 作为
今年入围第74届威尼斯国际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
“独苗”，电影《嘉年华》备受关
注。今日下午，《嘉年华》在长沙
进行了提前点映，映后，主演文
淇、王栎鑫来到现场与观众互
动。

这部电影聚焦未成年少
女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社
会恶意和困境，讲述了在一家
旅店打工的小米（文淇饰），碰
巧成为在旅店发生的一起未
成年人受害案件的唯一知情
者。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她
起初想保持沉默，经过一番挣
扎与挫折，她最终醒悟说出真
相。《嘉年华》今年入围了威尼

斯国际电影节、金马奖、亚太
电影大奖等重要奖项，主演文
淇在接演这部作品的时候年
仅12岁，她将这个打工女孩的
敏感和自卑、 脆弱和坚强，演
绎得细腻自然。

王栎鑫此次在影片中饰
演一个“黄毛”小混混健哥。虽
然观众对王栎鑫的表现给出
了好评，但王栎鑫却表示，“其
实目前的家庭状态让我没有
将这个角色的坏发挥到极致，
也许是因为自己太幸福，也许
是希望世界上的好人更多一
些，让这个角色在坏的同时保
有一丝希望。”

据悉，电影将于11月24日
公映。 ■记者 袁欣

本报11月14日讯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18年俄罗斯
世界杯欧洲区世预赛附加赛次回合进行了一场焦点大战，
意大利主场对战瑞典。上半场比赛，双方互无建树。下半场
比赛依旧十分胶着，但是仍然没有破门。全场比赛结束，意
大利在主场与瑞典踢平， 两回合比分最终定格在0∶1，输
给瑞典，无缘世界杯。

意大利国家足球队迄今曾在1934年、1938年、1982年
及2006年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上一次未晋级世界杯决赛
圈还是在1958年。蓝衣军团近60年来再次无缘世界杯决赛
圈，也是继荷兰之后，又一支无缘俄罗斯世界杯的老牌劲
旅。 ■记者 叶竹

预选赛被淘汰，60年来再次无缘决赛圈

世界杯又失“意”
连连看

王者荣耀城市赛
长沙举行

本报11月14日讯 日前，第四
届王者荣耀城市赛湖南省省赛在
长沙举行。经过常德、怀化、长沙
三站海选赛，超过200支以上队伍
的激烈竞争，4支队伍进入到了省
赛角逐当中，最终NK战队问鼎冠
军，囊获5000元现金大奖，同时该
队也获得了唯一的一张晋级大区
赛的门票。

王者荣耀城市赛已成功举办
了三届。 和KPL职业联赛相比，城
市赛更亲民、好玩。据了解，本届王
者城市赛采用从城市海选赛、省
赛、大区赛、总决赛的四重晋级机
制，层层选拔优秀的选手，力求打
造最顶尖的王者战队。最终脱颖而
出的队伍可获取2018年KPL春季
赛的入围资格。 ■记者 叶竹

大众排球
走进新闻出版界

本报11月14日讯 日前，大
众排球走进新闻出版界系列活动
长沙站在省体育局气排球馆进
行。 本站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排
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为期三天。
省新闻广电局、 湖南广播电视台
总台、省体育记者协会等7支新闻
媒体代表队参与比赛，此外，赛事
还设置了省直机关气排球联赛、
全明星赛等。

气排球运动是一项新兴的集
运动、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群众性
体育项目， 其打法和记分方法与
竞技排球基本相同， 但用球由软
塑料制成， 大约只有竞技排球重
量的一半。省体育局副巡视员、省
排球协会主席曾伟表示，“气排球
打法简单，易学易上手，而且适合
几乎所有层次的人士锻炼身体。”

■记者 叶竹

健身江永感受女书
本报11月14日讯 随着自行

车骑行活动的结束， 为期两天的
2017中国山地户外健身休闲大会
近日在永州江永县落下帷幕。此次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余名户
外运动爱好者走近江永， 他们以运
动健身的方式享受快乐周末， 同时
也感受了江永的美景与女书文化。

本次大会以“惊世女书·香约
江永”为主题，首次增设的无人机
拍摄大赛项目共吸引了10支队伍
（每队1至2人）参加；古驿道徒步
毅行项目参与人数最多，2000余
名徒步爱好者沿着潇贺古道从千
年古村勾蓝瑶寨出发， 途经湖南
省最古老的村落上甘棠， 一路步
行25公里，沿路补给所用的香柚、
香橙等江永特产， 给选手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 ■记者 叶竹

“威尼斯”的泪

《嘉年华》长沙点映
关注女性困境获赞

本报11月14日讯 近日，
记者获悉，时隔21年，旅美青
年钢琴演奏家沈燕将荣归故
里，为星城人民奉献一场精彩
绝伦的音乐会。2018年1月12
日晚8点， 沈燕钢琴独奏音乐
会将在湖南音乐厅上演。

沈燕出生于湖南长沙，钢
琴演奏博士， 旅美钢琴演奏
家， 美国休斯顿大学教师。在

当晚的音乐会上，上半场将欣
赏到沈燕演奏充满奇异幻想
因素、朦胧感觉和神秘莫测色
彩的德彪西意象集第二集，下
半场沈燕会演奏拉赫玛尼诺
夫激情奔放的第二钢琴奏鸣
曲。此外，沈燕还会演奏两首
中国作品《功夫狂想曲》以及
《茉莉花》。

■记者 袁欣

旅美钢琴家沈燕钢琴音乐会将举行

本报11月14日讯 日前，
“全民健身挑战日———健康湖
南动起来”分站赛活动在湘潭
市、 郴州市举行。“挑战日”活
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发
起，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
湘潭分站赛于东方红广场和
滨江中路城市之光同时举行，
通过多姿多彩的群众体育展

演活动， 吸引广大群众参与，
激发了人们的城市荣誉感。值
得一提的是， 在郴州分站赛
中，民间高手许其盛现场展示
4小时平板支撑， 斩获“平板
王”。

据悉，11月18日、19日岳
阳市、怀化市分站赛将如期进
行。 ■记者 叶竹

本报11月14日讯 近日，
由长沙市体育局主办的2017
年体彩业主趣味运动会模拟
世界杯足球赛八强赛落幕，
四强队伍就此诞生。15日（本
周三）晚，半决赛的争夺将在
百尚南山十里天池足球公园
展开。赛事将继续执行“猜足

彩、拼晋级”规则。长沙业余
足坛亚军专业户“串湘西足
球队” 在半决赛的对手将是
胖子好友联。另外，两支开赛
以来就一直保持高昂状态的
康雅医药和快友联也将会师
半决赛。

■记者 叶竹

本报11月14日讯 近日，
历时68天、 经过164场激烈角
逐的第六届全民健身节2017
同城约战草根足球赛秋季联
赛在长沙落幕。在决赛中老伙
计FC最终以大比分战胜对手，
成功捧杯。

本次赛事由长沙市体育
局主办，长沙市体育产业管理
开发中心承办。作为一次专门

为长沙中年业余足球爱好者
打造的赛事，此次秋季联赛要
求所有参赛队员必须年满35
岁方可参赛。正是参赛球员年
龄限制使得球队之间水平相
当，实力接近。不少选手表示，
享受足球快乐和加入全民健
身是长沙老口子避免成为中
年油腻男的最佳方式。

■记者 叶竹

民间高手平板支撑4小时

“老伙计”赢了

模拟世界杯足球赛四强诞生

足球能让人振臂欢呼，
也能让人黯然神伤， 甚至引
发“家庭矛盾”。有外媒报道
自从意大利在附加赛首回合
输给瑞典后， 意大利名帅巴
拉尔蒂尼就没有和他的瑞典
妻子说过话。

依靠着首回合在索尔纳
取得的一球小胜， 瑞典队将
蓝衣军团挡在了俄罗斯世界
杯的大门之外。 目前仍处于
伤病恢复期的伊布拉希莫维
奇在赛后第一时间表达了对
自己国家队的支持。

而另外一边则是， 无缘
世界杯之后，曾参加了175场
国家队比赛、5次世界杯、获
得1次世界杯冠军的39岁意
大利队长布冯泪洒当场，随
后宣布退出国家队。2006年
捧起大力神杯的画
面 还 历

历在目， 黄健翔的激情解说
似乎还在耳侧， 不过那个爱
双手挂在横梁上的调皮老男
孩再也不会出现在世界杯的
舞台上了， 看着他眼里的泪
水， 人们就知道他对这支国
家队有多么不舍。

老将的离开， 永远都是
伤感的， 但是看看维拉蒂等
后起之秀我们就会发现意大
利的足球并没有死， 只是他
们在等待一次重生的机会而
已。 虽然这段时间的日子很
难熬， 但是就像14年前的德
国和2008年之前的西班牙一
样，不要质疑，意大利足球还
是会复苏的。 ■叶竹

▲意大利门神布冯在赛后宣布退出国家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