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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日讯 北京时
间今天凌晨，英超迎来第22
轮的一场焦点战，由埃弗顿
坐镇主场古迪逊公园球场
迎战近况不佳的曼联。最
终，比分定格为2∶0，两球
完胜的曼联拿到三分，结束
了此前三场不胜的惨淡局
面，暂时重回联赛第二的位
置。

目前排名联赛第九的
埃弗顿赛季整体状态不佳，
近期三场英超两平一负三
轮不胜，而做客的“红魔”曼
联虽然赛季开局不错，也曾
一路紧追榜首曼城位列积
分榜次席，但连续三场平局
的曼联赛前已被赢球的切
尔西反超，因此本场比赛对
于两支球队来说都不容有
失，双方必须要全力争胜以
扭转近期颓势。

比赛开场后，双方互有
攻守，但始终未能有人打破

僵局，埃弗顿进攻球员表现
平平，几乎没有威胁到德赫
亚的机会。曼联则由于锋线
杀手———曾为埃弗顿旧将
的卢卡库因伤缺阵而显得
进攻乏力。 下半场比赛，曼
联突然发力，由很少打中锋
位置的马夏尔首开纪录，边
路杀手林加德锁定胜局，中
场大将博格巴依靠个人能
力送出两次关键传球为队
友创造机会取得进球。

不过，曼联的积分榜次
席能否在这轮守住，还得看
切尔西的表现。目前，切尔
西少赛一轮， 北京时间4日
凌晨3时45分， 蓝军将迎来
第22轮，客场对阵排在积分
榜第五位的阿森纳。在这场
伦敦德比中， 如果蓝军获
胜，曼联此番又得空欢喜一
场。

■记者 叶竹
实习生 杨晓栋

在这么多的影片中， 最夺
人眼球的要数《星战8》。

《星战8》 定于1月5日上
映。 这部电影是《星球大战后
传》 系列的第二部， 故事紧接
《星球大战：原力觉醒》，讲述了
遥远的银河系中恐怖政权“第
一秩序” 袭击新共和国首都之
后的事。 这部电影已在北美上
映，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1%，豆
瓣评分也高达7.5分。仅就口碑
来看， 这部电影的质量还是有
保障的， 有望成为1月票房冠
军。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星球
大战》 系列电影中片长最长的
一部，片长达152分钟，看电影
之前千万记得要去上厕所，因
为时间真的挺长的。

今年《摔跤吧！爸爸》一路逆
袭收割近13亿票房，创造了印度
电影在内地影市的新纪录，也让

观众越来越关注到印度电影。发
挥稳定又“吸粉”无数的阿米尔·
汗索性“趁热打铁”，在1月中下
旬就带来一部《神秘巨星》。看剧
情设定就和《摔跤吧!爸爸》有不
少相似之处， 阿米尔·汗再次充
当了人生导师角色。

距离第一部《移动迷宫》的
上映跨越了将近4年。 据悉，作
为最终章， 本集的制作过程颇
为波折，主演迪伦·奥布莱恩在
片场受重伤导致拍摄暂停1年。
这群为了生存不停奔跑的“跑
酷天团” 在一年后终于坚持完
成了这场“绝地求生”，也成为
今年第一部同步登陆内地影市
的好莱坞大片， 将于1月26日
上映。 电影继续起用了前两部
的制作班底， 通常系列的最终
章常常都会遭遇苛评，希望《移
动迷宫3》不要玩砸了。

本报1月2日讯 国际乒
联公布2018年第一期世界
排名，中国选手陈梦和德国
名将奥恰洛夫分坐女子、男
子世界第一的宝座。前不久
刚结束的国际乒联总决赛
上， 奥恰洛夫和陈梦就迎来
登顶世界第一的机会， 而两
人也把握住机会， 尤其是奥
恰洛夫在总决赛第一轮击败
丹羽孝希，从而在2018年1月
正式晋升为新科世界第一。

再看男单排名方面，马
龙排名下滑到第7， 方博更
是跌落到第21，张继科排在
第54位，他在2017年遭遇伤
病困扰，多次缺赛和一轮游
让他的排名跌出前五十名。
至于女单排名，陈梦和朱雨
玲占据前两位，而大满贯获
得者丁宁由于参赛数量少，
排名也是从第3滑落到第
21。 ■记者 叶竹

实习生 杨晓栋

国际乒联公布2018年1月排名

《乡村国是》
纪红建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反映我国脱贫攻
坚壮举的现实主义文艺力作。

《这样爱你刚刚好》
朱永新、孙云晓、刘秀云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套专为新生代父母
量身定做的家教读本。

《浪漫沧桑》
陶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以龙城风云变幻为故事核心，展
现了优秀革命志士不屈不挠、不怕牺牲、舍
己为国的伟大精神。

《人五人六》
张发财 著 岳麓书社
内容简介：本书“言必有据”，作者在阅读大
量历史文献、经过严格考证之后，用风趣的
笔调， 把数十万字的史料转换成两三千字
的文章，让众多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

《一日一历·老手艺》
左汉中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把手艺分为四大类，以施
色、布线、裁体、造形分别对应一年中的
四个季度，并在每周日和24节气版面进
行精心配图。

《现实不似你所见》
[意]卡洛·罗韦利 著，杨光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带我
们踏上“现实”之旅，从德谟克利特到爱
因斯坦，从法拉第到引力波，从经典物理
到量子引力……

《芭蕉寨少年》
陶永灿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芭蕉寨的三位少
数民族少年抗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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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者游戏》《移动迷宫3》《神秘巨星》等引进片扎堆1月影院

《星战8》来了，记得放“轻松”去看
或许是为了蓄力迎接

可能会爆炸的“春节档”，
国产大片似乎都有意避开
了1月这个冷淡期。1月2
日，记者从长沙影院的1月
片单中看到， 好莱坞大片
虎视眈眈，包括《星球大战
8：最后的绝地武士》（以下
简称《星战8》）、《勇敢者游
戏》、《移动迷宫3》 等商业
大IP，还有《摔跤吧！爸爸》
原班人马打造的印度励志
影片《神秘巨星》等，其中，
《星战8》片长达152分钟，
看电影之前千万记得要去
趟洗手间。 而国产片则稍
逊一筹，有《无问西东》《卧
底巨星》 等类型不同的电
影将上映。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杨晓栋

1月上映的国产电影中，也
有不少值得期待的电影。

《无问西东》历经5年后，终
于要在1月12日上映了。 影片
自定档以来就备受关注， 连主
演黄晓明都说电影的上映对他
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电
影讲述了沈光耀、 王敏佳等几
个年轻人满怀渴望， 在四个不
同时空中一路前行的青春故
事，这也是《十七岁不哭》作者
李芳芳的“青春三部曲”的压轴
之作。 阵容当然是影片的最大
看点，集结了章子怡、张震、黄
晓明、王力宏、陈楚生这五位明
星演员， 尤其章子怡最近屡屡
登上各类话题， 也给电影带来
了不少人气。

与《无问西东》同一天上映
的， 还有一部值得关注的动画
电影———《大世界》。 这部电影

是首部入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的华语动画电影， 导演刘健一
人包揽了影片的编剧、导演、绘
制、音乐制作等各项工作，历时
三年才完成了这部电影。在《大
圣归来》、《大鱼海棠》和《大护
法》之后，这部现实主义风格的
动画电影能否赢得观众青睐，
值得观众期待。

上世纪80年代， 由吴宇森
执导的《英雄本色》成为华语影
坛经久不衰的经典，周润发、狄
龙、 张国荣三人之间的江湖情
谊至今被人推崇， 如今丁晟带
来的这个版本也有不少改变，
故事背景移到了当代， 主演换
成了王凯、王大陆、马天宇三位
年轻演员， 虽然这个阵容与前
作无法相比， 但这部属于小鲜
肉的“旧瓶新酒”能够产生怎样
的化学效果也值得一观。

引进片

《无问西东》大牌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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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场2∶0完胜埃弗顿

曼联结束三连平
湘 版
好书榜

《星战8》或成票房赢家

华语片

▲

北京时间1
月2日， 曼联队球
员马夏尔（右）在
比赛中同埃弗顿
队球员施耐德林
争抢。

2017年11-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