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体育新闻 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王黎刚 美编：孙发强A12 综合

新华社华盛顿2月9日电 （记
者王集旻）在9日进行的2019年四
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滑比赛
中，中国组合隋文静/韩聪在自由滑
中更胜一筹，以0.06分的优势力压
加拿大名将穆尔·托尔斯/马里纳罗

夺冠。
另一对中国组合彭程/金杨以

205.42分获得第三名。
本项赛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阿纳海姆进行。在之前进行的
短节目比拼中，隋文静/韩聪排在

第二，位居穆尔-托尔斯/马里纳
罗之后，但分差不到 0.5 分。在当
日进行的自由滑比赛中，两对组合
依然难分伯仲，也都出现一些小瑕
疵，最终隋文静/韩聪以 136.92 分
拿到自由滑第一名，并以总成绩

211.11 分获得金牌。穆尔·托尔
斯/马里纳罗则以 211.05 分获得
银牌。

由于女伴隋文静在去年平昌冬
奥会后确诊为右脚疲劳性骨折，被粉
丝们称作“葱桶组合”的这对世锦赛

冠军、冬奥会银牌组合远离赛场10
个月之久。这个冠军是对隋文静/韩
聪半年来努力恢复的肯定，更证明了
他们的实力。在3月即将到来的花
滑世锦赛上，隋文静/韩聪也将是冠
军的有力争夺者。

“葱桶组合”力压加拿大名将问鼎
隋文静/韩聪夺四大洲花滑赛双人滑冠军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
王镜宇）在美国当地时间9日进行的
2019年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
滑比赛中惊险夺冠之后，平昌冬奥
会银牌得主、中国组合隋文静/韩聪
道出了八个字的夺冠感言：紧张、兴
奋、开心、幸运！

隋文静说：“这是我们第六次
参加四大洲的比赛，第五次拿到这
个比赛的冠军，而且也是第三次从
伤病中再次返回赛场。这次的心
境尤其不同，很紧张、兴奋、开心，
也很幸运。”

韩聪、隋文静和四大洲赛有着
很深的缘分。2012年，隋文静和韩
聪首次在四大洲赛中夺冠，并且职
业生涯总分首次突破200分大关。
2014年，在失去索契冬奥会的参赛
资格后，四大洲赛的金牌让他们重
拾自信。2017年，隋文静在经历脚
踝手术后复出的首站比赛就是当
年的四大洲赛，两人在那里刷新了
组合当时的历史最高分，并在随后
的世锦赛上夺金。

韩聪坦言，两人对现在这套节
目还不太熟悉，身体也还没有恢复

到最好的状态。他说：“我们拿到了
金牌，从伤病到参加这次比赛，恢复
的时间较短，能力还没有很好地恢
复，我们仍需要更多磨炼。”

2019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
将于3月18日至24日在日本举行。
隋文静说：“现在距离世锦赛还有
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会做出最好
的调整，有针对性地解决这次比
赛中出现的问题，期待世锦赛能
有更好的表现，同时也希望所有
的中国运动员都越来越好，取得
佳绩。”

中国组合隋文静/韩聪赛后直言：

紧张 兴奋 开心 幸运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3个
多月 302 场的角逐，2018—2019 年
度海口市校园足球联赛近日结束，7
个组别的冠军各有归属。本年度校
园足球联赛参赛球队数量创新高，共
123支球队参赛。

组委会负责人表示，值得一提
的是，今年联赛新增加了琼山甲子
镇中心小学、海口市三十三小学、海
口市滨海小学西海岸校区等球队。
从2009年起，海口市每学年举办一
届校园足球联赛，至今年已连续举
办 10 届。从 2017—2018 赛季开
始，海口市校园足球联赛分市级、区
级联赛，新增了小学女子组的比
赛。本赛季女子组共有11支球队，

其中小学女子 U12 组 5 支，中学女
子组6支。小学女子组比赛的设立
让海口校园足球女子组形成初级梯
队，为海口喜欢踢足球的女生提供
一个展示的平台。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海口校园足球联赛的赛制日趋完善，
美兰、龙华、琼山和秀英区区级校园
联赛队伍不断壮大，通过比赛选拔优
秀球队参加市级联赛。如今的海口

校园，踢足球的孩子越来越多，学校
举行班级足球比赛已经是学校体育
运动会的重要部分。足球是海口校
园的热门话题，是孩子们强身健体的
主要运动。

通过一个学校的班级联赛选出
苗子组成校队参加区级、市级联
赛，夯实了校园足球运动的基础。
一组数据能反映出海口校园足球
联赛越来越吸引人，受到欢迎。

2015—2016 赛季共有 63支球队伍
1301名运动员参赛，2016—2017赛
季共86支队伍1810名运动员参赛，
2017—2018 赛 季 共 115 支 队 伍
2300 名运动员参赛。2018—2019
年海口市校园足球联赛的规模进一
步扩大，一共有123支队伍参加，共
设10个组别，每个组别均进行区级
和市级两个阶段比赛，决赛阶段共
有来自全市的85支队伍参赛，运动

员 1600 余人。截至 2018 年 12月，
海口有 40 所中小学入选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10所中小
学校被认定为全省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校园足球的开展让我们的教练员和
小球员开阔了视野。最近3年多名
优秀教练员先后被派往法国、英国等
足球先进国家学习，多名优秀球员还
入选广州恒大俱乐部梯队和省足协
U系列队。

据悉，海口市将继续加大校园足
球活动普及力度、健全竞赛体系、完
善赛制、加强师资力量，形成具有海
口特色的校园足球发展体系。

123支球队参赛 多人入选省足协梯队

海口校园足球联赛越踢越“红火”

2月9日，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23轮比赛
中，西班牙人队主场2∶1战胜巴列卡诺队。武磊替
补出场60分钟表现不错，为本队创造了一个点球。

图为西班牙人队球员武磊（右）和巴列卡诺队
球员贝拉斯克斯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西班牙人胜巴列卡诺
武磊替补出场为本队创造一点球

海口市秀英区“迎春杯”篮球赛收兵

苍西村队夺冠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4

天的角逐，海口市秀英区第15届“迎春杯”篮球赛
10日在海口市玉沙京华城篮球场结束。在决赛
中，苍西村队50∶49险胜秀英村队，夺得冠军。秀
英村队屈居亚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15支队伍参加，他们分别来
自海口市秀英区和龙华区的滨濂村、书场村、滨涯
村、秀英村等15个村的篮球代表队。

A组的秀英村队和玉沙村队、B组的滨涯村队
和苍西村队、C组的滨濂村队和书场村队、D组的
水头村队和周仁村队分别获得小组前两名，晋级八
强。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秀英村队、滨涯村队、苍西
村队和滨濂村队分别战胜了对手，闯入了4强。

在半决赛中，秀英村队53∶39胜滨涯村队，苍
西村队64∶51胜滨濂村队。

海口市秀英区“迎春杯”篮球赛共举办了15年，
是海口市乃至海南省具有品牌效应的篮球赛事。

英超第26轮战报
利物浦3∶0伯恩茅斯
曼联3∶0富勒姆

加的夫城2∶1南安普敦
阿森纳2∶1哈德斯菲尔德

2月9日，
中国选手隋文
静（左）/韩聪
在双人滑自由
滑比赛中。

新华社发

灯笼椒

文娱新闻 综合
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卫小林 美编：孙发强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0时50分 印完：3时2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 冯巍

回眸2019年电影春节档，发现内
容越创新的影片越有市场，春节档正
在成创新试金石。

今年春节档首日，黄渤、沈腾主演
的《疯狂的外星人》登上单日票房榜冠
军高位，科幻片《流浪地球》仅排在当

日票房榜第四位。但对看惯黄渤、沈
腾主演喜剧片的影迷来说，即便《疯狂
的外星人》加入软科幻内容，仍觉创新
不够，所以该片仅占据大年初一、初二
两天票房冠军，便被《流浪地球》超越。

再看《流浪地球》，从大年初一的
票房第四名，初二便跃升至票房亚军，
初三又一跃成为票房冠军，并持续占

领春节档后几天票房冠军宝座不动
摇，个中原因在哪？笔者认为，主要因
为《流浪地球》内容完全创新，不但成
为国产科幻大片的标杆性作品，而且
被很多影迷看成是媲美好莱坞的国产
科幻大片，在中国电影类型史上，首次
树起了科幻电影的品牌形象。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把该片全

国路演首站选在母校海南大学，他当
时介绍说，该片耗时 4 年才完成，过
程非常艰辛，从得到邀请执导该片
起，他就邀请制片人、科学顾问设计
未来影片中的各种场景，包括住房、
汽车、行星发动机、地下城、运载车等
等，他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先画
出 3000 张概念图，后设计出 8000 多

张分镜头图，还请科学家编写了1977
年至 2075 年的百年编年史，终于凭
全新创意内容打动投资方。该片春
节档愈来愈高的票房说明，如果没有
导演构想的创新内容，就很难赢得市
场成功。

春节档票房排行榜已证明，谁缺
乏创新，谁就可能被市场唾弃。典型
例证比如成龙主演的《神探蒲松龄》，
票房竟然完败给“光头强”，说明不是
成龙“老了”，而是“蒲松龄”缺乏创新。

春节档正成创新试金石

春节期间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
以“硬科幻”的特点收获大量好评。“硬
科幻”，即具有严谨科学底蕴、基于科
学原理的科幻作品。那么，这部电影
中哪些说法具有较强的科学基础，哪
些说法现在还只是幻想？

引力弹弓效应

依照影片中描述的“流浪地球”计
划，人类给地球安装上万座巨大的重
元素聚变发动机，它们被称作行星发
动机，推动地球逃离年迈的太阳，飞往
最近的恒星——比邻星。

但地球是个庞然大物，平均半径
6371公里，质量超过59万亿亿吨。
要让它飞往比邻星，需要脱离太阳引
力，只靠人造的发动机还不够，于是电
影里让它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

木星体积大约是地球的1300倍，
当地球靠近木星时，会被其强大的引
力吸引，从而加快行进速度。由于木
星也在绕太阳公转，在天体的互相影
响中，最后地球会被木星像抛球一般
抛出去，从而达到脱离太阳系所需速
度。这就是引力弹弓效应。

引力弹弓效应不是新发现，苏联
在1959年发射的“月球3号”探测器
就利用了引力弹弓效应。在精确计算
后利用天体的引力弹弓效应，可以在
不消耗航天器本身能量的情况下，改
变航天器的速度和前进方向，帮助航

天器抵达目标。
在人类的航天征程中，引力弹弓效

应的应用已十分广泛。首个进入星际
空间的人类探测器“旅行者1号”在飞离
太阳系前，就曾多次借助引力弹弓效
应；“帕克”太阳探测器也曾7次借助金
星的“引力弹弓”而逐渐逼近太阳，最终
成为史上最靠近太阳的航天器。

洛希极限

影片中，地球由于接近洛希极限，
导致行星发动机发生故障，地球即将
解体坠入木星，人类面临灭顶之灾。

这里提到的洛希极限是指天文学
中一个特殊的距离，如果一个天体与
另一个天体离得太近，以至于后者的
潮汐力可以将前者撕碎，这个距离就
被称作洛希极限。这个距离极限值是
由法国天文学家洛希首先计算出的，
因此称为洛希极限。

地球与木星之间的洛希极限是科
学上可计算的，但让地球靠近木星到
如此近的程度，还只能算是幻想。那
电影中为什么要靠这么近呢？

依照电影中的计划，人类原本想
要利用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如果
离得太远的话，就不能“借”到足够的
力，达不到冲出太阳系的速度。太近
不行，太远也不行，这个问题需要科学
家精确的计算，也给了影视作品发挥
的空间。

重元素聚变发动机

科幻小说中，经常会提到解决能
源问题的终极手段——聚变。在电影
《流浪地球》中，为了推动地球离开太
阳系，人类在地球上建造了上万座高
耸入云的重元素聚变发动机，单个发
动机通过重元素聚变能够产生150万
亿吨的推力。

目前人类已经实现的聚变是氢
弹，它利用氢同位素聚变释放出能
量，有巨大的威力。但氢弹的能量
是爆炸式释放，目前人类还不能实
现可控核聚变，即让聚变产生的能
量平稳输出，一些相关装置还处于
实验阶段。

电影中，行星发动机的燃料不是
氢，而是石头。这不是说把石头烧成
石灰，而是石头中的重元素发生聚变，

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推动地球飞
出太阳系。

这当然只是电影的想象。不过，
所谓重元素聚变并不是空想。在宇宙
深处有不少恒星“巨无霸”，内部就在
进行着重元素聚变。

在未来，人类如果能够掌握从重
元素聚变中稳定获取能量的技术，或
许真能够彻底解决能源问题。

（记者郭爽 周舟 据新华社电）

电影《流浪地球》中的科与幻

“伟大的变革”展
春节迎客超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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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真实事件和人物
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生平上银幕

新华社柏林2月9日电（记者田颖 张毅荣）
在正在举办的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根据真
实事件和人物改编的影片给观众带来震撼，引发
广泛关注。

土耳其裔德国导演法提赫·阿金执导的《金手
套》9日首映，这部主竞赛单元影片改编自20世纪
70年代发生在德国汉堡的连环杀人案。反映德
国著名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生平的同名影
片当天也同观众见面。

《布莱希特》由德国导演海因里希·布雷勒
尔执导，时长3个多小时，分为上下两部分。影
片讲述了布莱希特年少求学，后投身左翼运动，
成功执导多部戏剧而声名鹊起，二战期间流亡
美国，返回东柏林后继续戏剧艺术探索，最终成
为一代大师。

作为特别展映单元影片，《布莱希特》不参加
今年柏林电影节各奖项角逐。德国总统施泰因
迈尔和柏林电影节主席科斯里克当天观看了影
片首映。

2月10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观众排
队有序参观。

春节期间，“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迎来持续参观热潮，单日现场
观众人数最多达6.8万人次。据统计，大年初一
至初六，累计现场参观人数超过35.8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