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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

NBA昨日战报
湖人129：128凯尔特人

雷霆117：95灰熊

步行者116：92快船

魔术122：112森林狼

猛龙119：101老鹰

开拓者127：118马刺

《流浪地球》春节受欢迎，凭什么？
近年来，伴随春节看电影

成为新年俗，春节档票房纪录
年年都被刷新，尤其是春节档
首日全国票房更是一年迈上
一个新台阶——2015年是3.67
亿元，2016年是6.45亿元，2017
年是8.06亿元，2018年是12.77
亿元，2019年更是达到14.55亿
元，创下了世界电影市场单日
票房的全新纪录。2019 年春
节档还有一个可喜现象——
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从
首日票房排行榜的第四位，仅
过一天就冲上了冠军宝座不
动摇，个中原因是什么？从海
南大学毕业的该片导演郭帆，
在片中作出了怎样的突破？
本版今天刊发此文，或许能为
读者提供一个思考的视角。

——编者

女足世界杯门票3月开售
新华社巴黎2月8日电（记者苏斌）国际足

联与赛事组委会8日共同宣布，2019年国际足联
女足世界杯单场比赛票务销售工作将于欧洲中部
时间3月7日15时正式启动，除揭幕战之外的其
他小组赛单场比赛门票价格最低为9欧元（1欧元
约合7.63元人民币）。

本届女足世界杯揭幕战将于6月7日在巴黎
王子公园球场上演，对阵双方为东道主法国队与
韩国队。揭幕战门票最低价格为13欧元。

2019年女足世界杯将于6月7日至7月7日
在法国九座城市举行，其中里昂将承办半决赛与
决赛。决赛门票价格从23欧元至84欧元不等。

女足世界杯公众票务销售工作于2018年10
月开始，过去四个月采取套票销售模式。据国际
足联透露，目前已经售出33万张门票。购票人数
最多的还是举办地法国，占 57%，之后是美国
（25%）与英国（3%）。

按照举办城市划分，目前门票销售量排名前
三的是里昂（9万张）、巴黎（7.6万张）与瓦朗谢纳
（3.45万张），而本届赛事可供出售的门票预计为
130万张。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9天比拼，“海口观澜湖杯”
2018-2019广州恒足总冠军赛日前
在海口观澜湖足球基地收兵，海南省
足协中海足球俱乐部表现出色，分别
获得U12组和U14组两个组别比赛
的亚军，中海U13队获得第4名。

本次比赛是由观澜湖集团与广
州恒足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
主办，海口市文体局、海南省足协为
指导单位。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128支队伍共2000余人参加，是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参赛人数最多
的一届青少年足球比赛。海南省足

协中海足球俱乐部派出了U9至U15
共8个年龄段的球队参加。

本次比赛参赛队伍水平较高，他
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夏季全国大区
赛优胜队伍、青训俱乐部精英梯队、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精英球队和各省
市足协的精英梯队。

海南中海U12队在17场比赛中
取得了15胜2负的佳绩。海南中海
U14队在10场比赛中取得了9胜1
负的战绩。此外，中海U15队、中海
U9队和中海U8队都获得了第5名，
中海U11队和中海U10队分别夺得
了第7名和第8名。

广州恒足总冠军赛海口观澜湖结束
海南中海俱乐部U12、U14队分获亚军

《流浪地球》于农历大年初一上
映，在上映初期排片和票房并不占优
势的情况下，却在其后实现逆袭，排片
量和票房逐日提升。并且收获良好的
口碑，引发热议。据国家电影资金办
统计，截至2月7日，《流浪地球》票房
已接近8亿元人民币。

作为首部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
球》也为启动中国科幻影视工业奠定
了基础。“它实现了精准的类型控制，
而且达到了行业很高水准，迈出了追
赶好莱坞顶级制作的一大步。”未来事
务管理局合伙人李兆欣说。

“这是一个‘愚公移山’的故
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讲
道，“不仅是人类自救，而且是和地
球一起逃离的故事，同时，它仍然是

父子故事，但父子故事放在了中国
的血缘当中。”

《流浪地球》的核心情感是家庭。
这是国人关于亲情、英雄、故园、家国
的故事。影片中的春节、回家等情感
元素，契合了春节档期的节日氛围。

西安市民樊兴刚成为父亲三个
月，电影使他感触最深的是作为父亲
的责任感。“吴京、吴孟达、李光洁在电
影里都是父亲的角色，他们的默默付
出、不善表达都是中国父亲的一种共
同形象。同时，这些父亲都心有大我，
为他人、为人类做出了自我牺牲，也体
现出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作为一名父
亲，这对我启发很大。”

河北辛集市民李海津携家人一起
到电影院里观看后说，电影中的亲情

戏份让他更珍视家庭，更加懂得肩头
的责任。

家住广东省江门市的周颖森也
认为这部电影符合他的期待。作为
科幻迷，他看过《流浪地球》之后，对
国产科幻电影充满了信心：“有好的
故事，加上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就可
能出‘爆款’。”

同时，电影把故事架构在光年尺
度和浩瀚宇宙中，用具象化的电影表
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
吾往矣”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本土
文化。

导演郭帆表示，将地球带走表现
了中国人对于土地的情感，文化内核
将是我们科幻文化的基石。

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

研究中心主任吴岩说，《流浪地球》广
受好评，说明中国的科幻创作正在迈
入新的阶段——由“单打独斗”的图书
出版为主向“集团作战”的电影制作为
主转变。

在他看来，高水平的作品、受众
市场的培育、稳定的投资、科幻迷群
体的增长是中国科幻创作进一步发
展的四大关键因素。这种转变所反
映出的全社会科幻热情的高涨，也和
中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的整体显著
进步有直接关联。

科幻作家韩松也说，科技进步促
使中国人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宇
宙。“中国科幻是迅速复兴的古老文明
对未来的大胆想象，它的征途将是星
辰大海和广阔未来。”随着国家现代化

进程逐步推进，韩松对本土科幻的发
展充满了期待。

吴岩表示，要保持现在科幻创作
良好的势头，不仅要从政策、投资等领
域进一步激发原创的力量，还要在青
少年的科学教育方面下功夫。

给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
膀，才能让未来科学的浩瀚星空群星
闪耀。能让孩子们看我国文化背景的
科幻电影长大是导演郭帆的梦想。“这
也许可以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一颗种
子，放开他们的想象力。”

作为电影监制，一贯谨慎小心的
刘慈欣在观看过电影后笑着说：“中国
的科幻电影真的起航了。”

（王秉阳 白瀛 荆淮侨 陈宇轩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新华社洛杉矶2月7日电 （记
者高山）2019年四大洲花样滑冰锦
标赛7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纳
海姆拉开帷幕。美国选手在首日进
行的男子和女子单人短节目比赛中
排名第一。中国选手金博洋位列男
单短节目第三。

首次出战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
赛的美籍华裔小伙周知方表现出色，
以100.18分笑傲群雄。他在赛后表
示，这是自己首次在国际赛事短节目
比赛中突破100分大关，这既是对他
艰苦训练的回报，也是检验。韩国选
手车俊焕以个人最好成绩97.33分
排名第二。

中国选手金博洋作为卫冕冠军
最后登场，以92.17分名列第三。尽
管已经是本赛季短节目最好成绩，但
赛后金博洋对国际滑冰联盟官网表

示，有两个跳跃出了点问题，对自己
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另外一位中国
选手张鹤排在第15位。

在女子单人短节目比赛中，美
国、日本和韩国选手展开激烈竞争。
2018年全美锦标赛冠军布雷迪·特
内尔的精彩表演赢得了全场观众的
欢呼，以73.91分名列第一。她赛后
表示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她说
自己充分发挥了训练水平，充满信
心，比赛时“就跟在家里训练一样”。

全日本锦标赛冠军坂本花织以
73.36分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是美
国小将玛丽亚·贝尔，得到 70.02
分。16岁的中国小将陈虹伊上演成
年组首秀，以54.44分排在第13位。

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自1999
年开始举办，是国际滑冰联盟的全球
顶级赛事之一。

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
17部影片角逐金熊奖

新华社柏林2月7日电（记者田
颖 张毅荣）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7日开幕。开幕影片、丹麦女导演隆
娜·谢尔菲执导的《陌生人的善意》聚
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冬日的电影
节注入温情。

《陌生人的善意》是本届电影节
17部角逐金、银熊奖的影片之一，由
丹麦、加拿大、德国等多国合拍，谢尔
菲是入围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7
位女导演之一。

这部影片以纽约的一家俄罗斯餐
厅为主要场景地，一位母亲带着两个
孩子为躲避丈夫的虐待，流浪街头，受
到餐厅店主的收容和庇护以及其他陌
生人的帮助。片中四位主人公原本各
自面临人生的困境，均因陌生人的善
意获得希望和拯救。

导演谢尔菲曾于2001年凭借电
影《意大利语学习班》获得第51届柏
林电影节银熊奖中的评审团奖。谢尔
菲在开幕影片展映后的发布会上表
示，她非常想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回应
当前全球出现的一些“政治与社会乱
象”。“应当有部光明的影片给观众带
去希望，并唤起他们互相关照的社群
意识。”谢尔菲说。

本届柏林电影节于7日至17日
举行。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共23
部，其中17部参与奖项角逐，其余6
部只展映不参赛。

欧足联将启动在线看球平台
新华社罗马2月7日电 欧足联主席塞弗林7

日宣布，欧足联将启动OTT在线视频直播平台。
不过，这个平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无法收
看到欧足联旗下的顶级赛事。

塞弗林表示，视频直播平台将在六个月内正
式上线，主要内容为女子和青少年赛事。他说：

“我很高兴地宣布欧足联将在六个月之内拥有自
己的视频直播平台。我们很清楚，（电视转播）正
在发生改革，所以我们也积极地在和这个领域内
的世界一流公司商谈合作事宜。”

欧足联秘书长西奥多里迪斯透露，新的平台
将于6月上线，除了比赛之外，还会有欧足联历史
等内容。不过，西奥多里迪斯同时表示，受到目
前各类电视转播合同的限制，在2021年之前，这
个视频平台上还无法看到男子顶级足球赛事。

西奥多里迪斯说：“在电视转播合同到期之
后，我们会同俱乐部一起共同商讨如何应对目前
比赛视频直播的巨大变化。”

2月7日晚，英国警方透露，当天从一架失事
飞机残骸中打捞出的遇难者遗体已确认是阿根廷
球员萨拉。此前效力于法甲南特队的萨拉在冬季
转会窗口转投英超球队加的夫城。1月21日在看
望南特前队友后返回加的夫途中，他乘坐的小型
飞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与雷达失去联系。2月4
日，这架飞机的残骸被找到。这是1月30日，球
迷在南特队主场外为萨拉献花。 新华社发

英国警方确认

打捞出阿根廷球员萨拉遗体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我想用我的奔跑故事告诉大
家，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只怕
从未开始。这也正是海口马拉松想
向大家传递的正能量。”2019海口马
拉松正式代言人——79岁的罗广德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老人跑马拉松并不稀奇，但79
岁高龄跑马却不多见。罗广德是四
川人，2015年，75岁的他才开始接触
马拉松。近两年，他连续参加了纽

约、伦敦、柏林、波士顿、芝加哥5场
世界级马拉松赛。特别是在2018年
的柏林马拉松赛道上，罗广德的衣服
上印着“78岁跑柏马”的字样，使他吸
引了众多目光。

罗广德之所以在75岁高龄才开
始跑马拉松，和他的两个儿子关系很
大。“我两个儿子都是跑步发烧友，我
注意到，每次他俩跑完步回来后做事
效率特别高，因此我也想尝试一下跑
步。”罗广德说。他的决定得到两个
儿子的支持，他俩还给老爸制定了跑

步计划。虽然罗广德年轻时酷爱游
泳和打篮球，身体素质不错，但毕竟
75岁跑步还是有些“吃不消”。“第一
次沿着400米的跑道跑了两圈就不
得不结束了，因为我的腹部老伤复发
了。”罗广德说，经过几个月忍痛训
练，他的运动量逐渐大起来。

罗广德参加的第一次马拉松赛
不是跑，而是走完了10公里，但赛事
的氛围和跑友的精神深深感染了他，

“于是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我剩下
的人生一定要与马拉松相伴。”罗广

德说。此后，随着自己体能的增强，
2015年3月22日，在重庆半程马拉
松赛上，他用2小时41分钟完成了比
赛。由于中途腰伤发作，他是在两个
儿子搀扶下完成冲线的。这次成功
也让罗广德信心大增，“跑步年龄不
是问题，主要是信念。”

从75岁开始跑步到去年完成柏林
马拉松赛，罗广德已经跑了5500公
里。他说：“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今年3
月3日在海口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

（本报海口2月8日讯）

79岁老人为何还能代言海口马拉松？

罗广德：跑步，年龄真不是问题

2019年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美国揭幕

金博洋位列男单短节目第三

恒大淘宝队5天引进6人
据新华社电 2月7日，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

乐部官方宣布，刘奕鸣、张修维、何超三名球员正
式加盟。

最近5天内，恒大官宣了6笔引援。2日，他
们宣布韦世豪、高准翼和吴少聪3名球员加盟。

1995年出生的刘奕鸣司职中后卫，是现役国
脚，此前效力于天津天海俱乐部。同样来自天海
俱乐部的张修维1996年出生，司职中场。1995
年出生的何超司职中场，从长春亚泰转投恒大。

恒大俱乐部在官方通告中说：“俱乐部根据球
队目前情况，遵守中国足协相关引援规则，按照主
教练的要求完成了此次引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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