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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一秒钟》开机
张译首次光头出演

止步四强，比利时队还拥有未来
在圣彼得堡体育场
以一球小负法国队之
2018俄罗斯 后，极具天赋的比利
时队终于停下了冲冠
的步伐。不过，“ 欧洲
红魔”完全可以满意自己
的表现，他们在俄罗斯刮
起的“红色旋风”将被人铭记很
久，而在未来也将继续让世界足
坛刮目相看。
本届世界杯上，比利时队给
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进攻端的表
现，他们既讲究控球，也追求反击
效率与速度，六场比赛共打入14
粒进球，是目前进球最多的球队，
其进攻能力令人生畏，打法也是
32强中最赏心悦目的球队之
一。此外，比利时队进球队员多
达9人，“魔兽”卢卡库独进4球，
足见攻势足球的理念深入每名球
员的骨髓，堪称“黄金一代”。
尽管在半决赛对阵法国队的
比赛中并没有收获进球，但比利时
队在进攻端颇具想象力和威胁，开
场就和法国队大打对攻，阿扎尔、
德布劳内、费莱尼等前场队员也多
次威胁球门。整场比赛来看，在进
攻端两支球队几乎平分秋色，比利
时队的控球率超过法国队，但法国
队在防守层次和体系上高出比利
时队一筹，乌姆蒂蒂利用定位球的
破门也让法国队率先掌握了主
动。比利时队主教练马丁内斯虽
然赛后恭喜法国队获胜，但也表示
“比利时队今天的运气不好”。
中卫孔帕尼也对失利懊恼不
已，他表示比利时队创造出非常

世界杯

德尚：

多的机会，也一度控制了场上的
局面，但是“那该死的定位球改变
了一切，我只能这么说”。
比利时队虽然拥有“欧洲红
魔”的冷酷称号，但此前从没有人
真的将他们比肩法国、巴西等世
界顶级强队，不过在经过这一届
世界杯的洗礼之后，至少这支比
利时队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
为世界一流强队了。
在16强战中，比利时队在两
球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三球击败日
本队，让人看到这支球队的战术
素养和顽强意志。在随后进行的
8强战中，比利时队再次显示超

强的进攻效率，以 2:1力克巴西
队，让巴西人输得心服口服。而
在这场酷似决赛的半决赛中，抛
去最后的胜负结果，比利时队和
法国队其实不相上下，如果真要
说“欧洲红魔”缺少点啥，可能就
是缺少点顶级强队的底蕴。
底蕴当然需要时间的积淀，
回望过去十几年比利时队走过的
道路，没人怀疑他们仍处在上升
空间里。自2002年参加了韩日
世界杯之后，由于长期的人才断
档，比利时队接连错过了2届世
界杯和3届欧锦赛，“红魔”的名
号慢慢被人遗忘。

亨利：
站在中间地带

到了需要实用
主义的时候了
俄罗斯世界杯7月10日进行
的半决赛中，法国 1:0击败比利
时，第三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对
于比赛中采取的防守反击战术，
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说：“（半决赛
对阵比利时）需要实用主义，是时
候现实点了。”
这场比赛，法国后卫乌姆蒂蒂
头球打进唯一进球。双方教练都
认为定位球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
键因素。德尚说：“比利时队很强，
这时候是要现实一点。如果射门
更精确的话，我们会进更多球。”
1998年，法国第一
次夺得世界杯冠
军。这是他们
第三次晋级
决赛，新闻
报道说整
个法国都
在庆祝。
德尚说，
已经看到
了法国人
民的庆祝，
上次夺冠回忆
很甜美，但最重
要的是决赛来了。
法国的决赛对手将
在英格兰和克罗地亚间产生。
（新华）

胜负尘埃落定的那一刻，7
月 10日的圣彼得堡体育场有
喜有悲，然而有个人的心情或
许是复杂的，他就是头顶法国
传奇光环、身在比利时教练组
的亨利。
亨利的法兰西戎马生涯，
留下了51粒进球的队史纪录，
以及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
欧锦赛的“双料冠军”。如此
传奇，却在世界杯半决赛坐在
对手的阵营中，这种戏剧化的
关系让世界杯上的各路媒体
如“鲨鱼嗅到血腥味”一般，想
要做做文章。社交媒体
上，也有法国球迷讨
论着如果比利时队
进球，亨利会庆祝
吗？
一 场“ 硬 碰
硬”的较量后，法
国队最终以 1:0
击败比利时队挺
进世界杯决赛。
不管到底心有何
属，亨利最终平稳站
在了中间地带，没有过
多的感情色彩，没有留下
炒作的空间。
赛前的舆论浪潮中，面对

媒体采访和开发布会的要求，
亨利选择了拒绝。比赛结束
后，亨利先是挨个安慰了场上
失落的比利时球员，之后跟法
国队员寒暄拥抱，期间他始终
保持着失败一方应有的表情。
对祖国给予尊敬，对工作给予
尊重，这就是亨利无声的回答。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
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终生不
为曹操献一计。但对于亨利来
说，他选择加入比利时队与忠
诚无关，这是一名职业教练对
于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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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行诚聘

7月10日，由张艺谋执导，张译主演的电影《一秒
钟》举行开机发布会。
张艺谋此次亲自参与编剧的电影《一秒钟》讲述
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没赶上电影场次的张九声与流
浪儿小吉林因一场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故事。剧
情与张艺谋早期经历略有重叠，亦是其一贯对社会历
史、文化展开追忆和寻根的风格，此次张译出演电影
男主角张九声的角色。
发布会现场，张译剃着光头，身形消瘦，除去为戏
减重的辛苦，为了更加贴合角色，张译还首次尝试了
光头造型。对此，张艺谋导演还称赞张译是“人品、艺
品都好的演员”。
（新华）

《大师兄》8 月 17 日上映
甄子丹挑战老师角色

由甄子丹担任出品人、监制兼主演的电影《大师
兄》将于8月17日上映。在此前发布的预告中，甄子
丹以全新形象空降校园——这是他首次挑战老师角
色，饰演一位打破常规的“全能教师”，在片中出手制
服问题学生。
据甄子丹透露，在电影《大师兄》中自己不再是
“凶猛”的角色，因为“自己是爸爸，所以很想拍一些小
朋友可以看到的电影。”并承诺仍会延续一贯精彩的
动作场面，为达到最真实的效果，甄子丹对动作设计
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要根据我的角色和故事背景
来把这种动作风格融合在里面。”同时表示有信心“拍
一部既好看又有教育性的一部电影。” （新华）

分类广告
旅游

比利时足协痛定思痛，启动
青训计划，教育部门要求学校设
立足球训练课，建立一批足球学
院，足协为俱乐部青训提供了大
量的扶持资金，将众多年轻球员
送往欧洲五大联赛。费莱尼、孔
帕尼等多位已经名震欧洲的球员
便是比利时青训计划结下的“硕
果”，球星的“井喷”也直接带来了
球队成绩的大幅提升。时隔12
年后，比利时队在2014年巴西世
界杯上再度亮相国际大赛，并且
一举杀入八强。不仅如此，2015
年11月比利时队首次在国际足
联排名上登上榜首。虽然该排名

系统并非唯一参考标准，但相比
在2007年第71位的排名，比利时
队在不到十年内取得的进步有目
共睹。
现如今，比利时队的排名高居
世界第三，征战本届世界杯的队伍
中有22人来自海外联赛，他们当
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五大联赛豪门
效力，足见其人才储备之丰厚，而
队内的阿扎尔、德布劳内、费莱尼
等都已经是国际顶级球星。
无缘决赛虽然给比利时队带
来了苦涩，但四强的战绩已经追
平历史最好成绩，这也是他们时
隔 32年再次杀入世界杯四强。
在遥远的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上，球王马拉多纳率领阿根廷队
在半决赛中淘汰比利时队，并且
最终夺冠。
历史性的战绩为比利时队带
来的是自信。孔帕尼说：“比利时
队在未来还可以再次惊艳世界，
因为这次世界杯四强的成绩可以
让整个国家更加自信，更有野心，
我们有信心培养出更多的天才球
员，未来会充满期待。”
比利时队依然有机会继续创
造历史。在1986年世界杯上，他
们输掉半决赛后，在季军争夺战
中又输给了法国队，最终名列第
四。在本届杯赛中，比利时队将
在季军战中对阵英格兰队和克罗
地亚队之间的负者。此外，拥有
阿扎尔、德布劳内等“黄金一代”
的比利时队在2020年欧锦赛上
也依然是夺冠热门之一。
（新华）

选择。正如法国主帅德尚的一
番话：“从他成为马丁内斯助教
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可能会
有（对阵自己祖国）这种情况发
生，对他来说这不容易，是个艰
难、奇怪的情况……我替他感
到高兴，他是我很欣赏的人，他
进入了正确的轨道。”
在比利时队的这两年，亨
利备受球员们的推崇，也开始
以一名教练的身份受到各方的
认可。比利时队内头号锋霸卢
卡库现在是亨利的头号“迷
弟”，几乎言必赞“大帝老师”，

“他会把我一场比赛中的表现
整理成资料，然后我们一起讨
论，一起寻找如何能让我变得
更好。我每天都能从他身上学
到东西，如何跑位，如何创造空
间，如何控球等。”
亨利和比利时队的合作，
目前看来很可能即将走到尽
头，虽然比利时足协想续约“大
帝”，但亨利本人还未接受。世
界杯后，他将何去何从？
至少，接下来的决赛，亨利
可以全身心地做一名法国球迷
了。
（新华）

胡玫打造
“影版红楼”
演员阵容保密
据了解，由胡玫执导的全新电影版《红楼梦》日前
在河北香河天下第一城开机。从导演胡玫所发布的
微博可以看出影片当前正在转场江南的热拍之中。
据悉，从2万名演员中海选出的年轻演员，在经过近半
年的专业培训后，也已经集结进组，但现阶段影片的
具体演员阵容仍保持神秘。
开机仪式上，导演胡玫表示：“早在十多年前就有
拍摄电影《红楼梦》的想法，随着年龄的成长每一次重
读原著也都会有不同的感悟，现在正是时候拍摄一部
久违了的电影《红楼梦》了。”电影版《红楼梦》自2017
年9月启动全球演员海选，历时八个月从两万多位报
名者中精心挑选入围者，经过近半年专业系统的培训
之后再开机拍摄。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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