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9日，中国队球员朱婷（左）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 图

宁浩《受益人》定档
本报9月20日讯 今

日，宁浩监制，申奥导演，
大鹏、柳岩、张子贤主演的
电影《受益人》 正式宣布
11月8日上映。

《受益人》选择了一个
颇为吸睛的故事———围绕
着一张待签字的保险单，
大鹏饰演的代驾司机吴海
与柳岩饰演的网络主播岳
淼淼陷进了一场金钱与情
感纠葛的骗局。借着“代驾
司机”“网红主播” 的角色
身份，电影《受益人》透过
荒谬的骗局， 包裹着几个
底层小人物可怜而虚弱的
生活真相， 彰显着生活的
不易、人性的荒诞。

据介绍，2016年宁浩
主导的坏猴子影业启动
了“坏猴子72变电影计
划”———旨在为有才华的
年轻导演撬动更多成熟
的业内资源制作电影，
《受益人》 是坏猴子扶植
导演申奥的力作。

■记者 袁欣

《我要投资》开播
本报9月20日讯 今

晚， 大型创投类综艺节目
《我要投资》在湖南国际频
道首播。首期节目中，四位
创业者通过五分钟的项目
展示， 争夺胡海泉、 李忠
强、储慧斌三位导师与“特
约观察员”朱啸虎的青睐，
赢取“创业导师”心动创业
项目名额。

《我要投资》首期第一
位上场的创业者， 来自深
圳市宙斯机器人有限公司
的顾瑜带来了面向青少年
教育的中国风机器人。

其中， 创业者罗舟路
一登场， 便以丰富的身份
标签受到关注， 不仅是海
归高材生， 他还自曝曾是
“2009年快男前十”。他所
带来的“酷陆智慧环境云”
项目获得了导师团的肯
定。项目讲解完毕后，更是
与胡海泉合唱一曲《不为
什么》，瞬间将现场的气氛
变得轻松活跃。

■记者 袁欣

新闻提要

A11文体2019年9月21日 星期六
编辑/袁欣 美编/叶海琳 校对/曾迎春

扫
码
看
中
国
女

排
的
精
彩
表
现

“足、篮、排”这三个被中
国人称为“三大球”的球类集
体项目，多年来除了女排有过
在世界大赛上夺冠的辉煌之
外，足球和篮球带给中国体育
的失望多过于欣喜。在不久前
的中国男篮于篮球世界杯折
戟后，中国女排继续承载球迷
们的殷切希望。

9月19日晚， 位于新横
滨的横滨体育馆迎来 2019
女排世界杯的中日女排大
战， 也掀起横滨赛区的最
高潮。这不仅是因为中日双
方都派出了最强阵容，而且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女排女
性主帅中田久美年轻时就是
和郎平同时代的日本女排主
力二传手， 如今两人在教练
岗位上延续了对决。 而最终
的结果———中国女排又以一
个3比0横扫东道主日本女
排，豪取世界杯五连胜，目前
与美国女排同为五连胜积15
分列世界杯第一。

4年前的世界杯，以“残
阵” 出战的中国女排奇迹般
地勇夺冠军， 那也是郎平作
为主教练首次率中国女排夺
取世界冠军。这一次，中国女
排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战世
界杯。毫无疑问，主帅郎平麾
下中国女排目前的整体实力
强悍， 竞技状态处于最佳状
态。而郎平却非常低调，只是
要求全队打出最好的自己，
冲击最佳战绩。 就像郎平在
此行接受采访时所表态———
“升国旗， 奏国歌”、“全力以
赴”，中国女排姑娘们并没有
轻视对手。正因为如此，在面
对被视为强敌的日本队时，
张常宁对自己的三次连续发
球得分表现得不可思议。

等等， 在说中国女排五
连胜的中间插播一下， 来看
看国足和男篮。近年来，热心
球迷对于国足与男篮算是“年
年失望年年望”。 甚至有球迷
调侃要邀请国足队员与男篮
队员前往观看中国女排队的
比赛，过后还要写5000字的观
后感。尽管他们在失望后口诛
笔伐，但他们的初心都是想要
看到一些好成绩的。

我们承认足球和篮球项
目上的不足，但也要认识到，
基础不同，条件不同，人才不
同，不同的体育项目，其实不
能作简单的比较。 女排、乒
乓，是中国的强项，也是长期
积累的结果。别的国家，体育
项目也有强有弱， 不好一概
而论。在体育界，郎平只有一
个，刘国梁也只有一个。我们
不必拿女排和乒乓球的辉煌
来指斥男足、男篮，也不要用
郎平的成功来取笑姚明。当
然， 值得男足、 男篮反思的
是， 追求高薪之前不如好好
学习女排的拼搏精神， 为什
么技不如人。

接下来，在札幌，中国女
排将遭遇两大劲敌， 一个是
巴西队，一个是美国队，尤其
是基拉里率领的美国女排兵
强马壮， 拥有当今世界女子
排坛最快整体速度排球的实
力， 美国女排目前同样是五
连胜积15分保持不败。 在意
大利女排无缘本届世界杯，
以及世锦赛新科状元塞尔维
亚女排阵容不齐和巴西女排
更换人员的情况下， 中美女
排札幌对决将是本届世界杯
的争冠决赛。

我们，拭目以待。
■叶竹

9月19日晚，在日本横滨举行的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第一阶段A组循
环赛比赛中，中国队以3比0战胜日本队，豪取五连胜！接下来，姑娘们还将
面临巴西、美国等劲旅的考验。不久前，在中国女排拿下本届世界杯首胜
时，提及中国女排的目标，郎平六个字“升国旗，奏国歌”，引发网友狂赞！

这五场比赛，对阵球风不同的队伍，中国女排都打出了应有的水平，面对
弱旅全取三分，面对劲敌全力以赴，真正做到了脚踏实地，以稳制胜。

在战术与阵容方面，中国女排采用了“全员出战”的策略。第二场比
赛对阵喀麦隆，郎平派出了替补队员和年轻小将，一改以往“一套
阵容打天下”的局面，年轻队员收获实战经验的同时，主力阵
容也得到了充分休息。郎平合理用人的智慧在此处彰显无
余，也为以后的几场大胜奠定了基础。

五轮比赛过后，积分榜上争冠格局已经初显，只有中美
两支队伍保持不败金身， 荷兰女排此前负于美国队暂列第
三，塞尔维亚女排六大主力缺阵，对中国女排不会造成太大
威胁，巴西女排队员年龄偏大，实力已大不如前，综合来看，
美国队将会是中国女排卫冕的最大对手。

足篮打水一场空，看看女排五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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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0日讯 作为好身材
标杆，张天爱在《哎呀好身材》中
全方位展示了自己的减肥生活，
极度自律的生活方式多次引发热
议。近日，张天爱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坦言自己的性格太无聊，其实
不适合综艺。

节目中，张天爱尽管已经拥有
让很多人羡慕的身材，却还是严格
控制自己的身材，吃炸鸡不吃皮、扎
马步卸妆、睡前保养两小时等一系
列狠操作让网友大呼“这才是女明
星的自我修养”。采访中，张天爱表
示自己是易发胖体质，为了保持身
材几乎戒掉了所有的油炸食物和
碳酸饮料。有网友质疑张天爱的减
肥方式是否健康，她也做出回应称
目前的身材管理已经维持在一个
比较好的状态，自己会正常吃饭，只
是不吃垃圾食品，而健身的目的也
是为了皮肤更紧致。

节目播出以来， 张天爱成为
了很多人减肥的动力， 采访中她
更是大方分享了自己的自律秘
诀：“我觉得你们找一个天蝎座做
朋友吧，可以激发着一起做运动，
避免一个人运动的枯燥”。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孙慧

中国女排豪取世界杯五连胜，目标锁定“六个字”

郎平：升国旗,奏国歌

叶观星象

怎么减肥？
张天爱分享自律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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