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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6月26日00：00，中国
女足将在世界杯1/8决赛中与意大利
队争夺八强席位。凭着严密顽强的防
守，中国队小组赛在只打进一球的情
况下小组出线进入淘汰赛，创下了女
足世界杯小组出线进球最少的纪录。
但来到淘汰赛，中国队要想晋级，必须
加强进攻争取进球。当然，理论上可
以死守至点球决胜，但面对攻击效率
颇高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还能力保球
门不失吗？

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中，所有24
支参赛球队在进攻方面全都有所斩
获。只打进一球的中国女足是进球最

少的球队之一，但凭借密不透风、令人
窒息的防守，以及在对南非队中的神
奇一击，取得一场胜利得以小组出
线。尤其是在最后一场关键小组赛
中，中国女足防线经受住了西班牙队
的狂轰滥炸，化解了对方疯狂的24次
射门。凭此一战，中国女足防线扬名
本届世界杯赛场。

中国女足此前与意大利队交手7
次，2胜2平3负稍处下风。2000年之
后的5次交手，双方2胜1平2负战成
平手。最近的2次交手均发生在2015
年的热身赛，中国女足1胜1平保持不
败。从世界排名和交锋战绩上看，两

队实力似乎在伯仲之间，但意大利队
近几年取得了长足进步。

意大利女足时隔20年重返世界
杯赛场，也就是说，该队所有球员都是
首次出征世界杯。但意大利队能在小
组赛中力压澳大利亚和巴西以小组第
一出线，足以说明该队的综合实力。
意大利女足拥有当年意大利男足的优
点，防守坚固，反击犀利。她们的传控
能力虽然与美国、英格兰和法国等强
队不在一个层面，但战术素养和进攻
效率堪称一流。

在从小组赛杀出重围的16支球
队中，只打进一球的中国女足可以说

是进攻能力最差的球队。细究起来，自
2003至今的几届世界杯，“锋无力”一
直是困扰中国女足的痼疾。与意大利
队之战，中国女足要想晋级，在继续发挥
防守特长的同时，必须得考虑如何破门
的问题。不过，中国队的“王炸组合”至
今没能开张。王霜迟迟没能进入状态，
令人忧虑。王珊珊被对手严加看防，难
有作为。她在小组赛末轮还受伤，能否
出战意大利队仍是疑问。如此情形，贾
秀全恐怕一时难以找到破门的良策。
看来，中国队要想晋级八强，只能寄望
在严密防守的同时，靠防守反击再来一
次神奇一击了。 ■ 林永成

女足世界杯中国队明晨与意大利争八强席位

姑娘们能否再次上演神奇一击？

据新华社法国蒙彼利埃6月23
日电（记者岳东兴 岳冉冉）距离1/8
决赛还有两天，中国女足23日继续
赛前的例行训练，主力后卫刘杉杉表
示，虽然意大利队的犀利反击可能制
造麻烦，但大家已经“做好了准备而
且充满信心”。

当天下午，在法国南部城市蒙彼
利埃的骄阳下，中国队进行了抵达这
个赛区后连续第三天的全队训练。
在对媒体开放的前15分钟热身中，
此前有伤在身的主力射手王珊珊也
跟随队友们一起慢跑，看上去伤势已
无大碍。25日，主教练贾秀全将率
领球队与意大利队进行这场较量。

当天训练结束后，刘杉杉说：“现
在就是全力备战吧，赛前状态也比较
放松。”

由于从小组赛到淘汰赛有将近
一周间歇期，这名27岁的左后卫感
觉体能和状态都恢复理想。“现在基
本恢复到80%至90%吧，因为到比
赛还有两天，状态出得太早对比赛也
没有很好的帮助。”

22日晚，刘杉杉和队友们观看
了挪威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
亚队的16强赛。对于淘汰赛的残酷
性，这名生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老
将认为，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了。

“看了（比赛）感觉很激烈，女子

足球现在感觉发展越来越快，淘汰赛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比较残酷，所以我
们要做好每一场硬仗的准备。”她说。

谈到意大利队特点和相应的针对
性准备，刘杉杉说：“应该是反击吧，因
为她们防守（基础上）反击比较快速，
比较犀利，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注意。”

2015年，中国队曾在时任主帅、
法国人布鲁诺带领下，与意大利队在
友谊赛中两次交手，取得1胜1平。刘
杉杉表示，现在的这个对手比起4年前
有了很大提升，但中国队同样在进步。

“现在来看她们比当时进步很
大，但我们也不是当时的我们，我们
也进步了很多。”

中国女足全力备战1/8决赛

刘杉杉：要注意意大利队的反击

当地时间23日，中国女足在法国蒙彼利埃备战世界杯1/8决赛。图为队员
在训练场上交流。 小新发

中国女队首夺三人篮球世界杯冠军

北京时间6月24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市举行的2019年美洲杯足球赛小
组赛B组比赛中，阿根廷队以2：0战胜卡塔尔队，以小组第二名晋级八强。图为
梅西（中）在比赛中突破。 新华社发

在荷兰当地时间23日结束的2019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中，中国女队以19：13力克欧洲劲
旅匈牙利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三人篮球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年组世界冠军。图为中国队球员张芷婷（前）庆祝
夺冠。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斯
文）2019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
联赛（中冠联赛）6月24日在福建厦
门开赛，在首轮进行的“海南德比”中，
陵水鼎力队反败为胜，3：1逆转万宁
腾骥队。

开场后两队踢得都很耐心，避免
后防线出现漏洞，被对手打反击。第
六分钟，场上僵局被打破，万宁队15
号杨植松禁区内射门得分。失球后的
陵水鼎力队组织起了几次有效的配
合，并形成射门，可惜没能得分。第
26分钟，陵水鼎力队陈志威30米外
一脚抽射，可惜被横梁挡出。此后，力
图扳平比分的陵水鼎力队一度围攻万
宁队球门。万宁队门将表现异常出
色，扑出了几次险球。万宁腾骥队在
固守的同时，也组织起了几次反击，其
中一次在禁区内的射门击中陵水队立
柱。上半场，攻势占优的陵水队0：1
落后对手。

下半场两队调兵遣将，万宁队换

上两人，陵水队换了一人。陵水鼎力
队加大了进攻力度，第55分钟，38号
郑诚禁区外一脚大力射门，皮球进网。
失球的万宁队还没“回过神”，陵水队继
续施压，41号周世超小禁区头球破门，
2：1，陵水队反超比分。落后的万宁队
阵型开始前压，第61分钟一脚禁区外
的射门击中横梁，差点扳平比分。第83
分钟，万宁队连换两人加强进攻。最后
10分钟，两队展开对攻，惊险场面连
连。补时阶段，陵水队在角球区获得罚
任意球的机会，曾尚隆发出球后，陈志
威小禁区头球破门，锁定胜局。最终，
陵水队3：1战胜万宁队。

在本组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
湖北武体载铭 1：1宁波大榭银博。
本组另外一支球队厦门真豪队首轮轮
空。厦门赛区共有5支球队参赛，比
赛采用单循环赛制，获得小组第一名
的球队进入全国16强。获得第二名
的球队将和其他赛区获得第二名的球
队比积分和净胜球。

中冠联赛上演“海南德比”

陵水鼎力3：1逆转万宁腾骥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9年全
国围棋锦标赛（团体）日前在浙江省衢
州市收枰。经过七轮争夺，最终海南罗
牛山队排名女子团体第九，海南海垦和
牛队排名男子丙级联赛第十。

共有16支乙级队、32支丙级队、
17支女队共243名棋手参加本次比
赛。海南首次组成职业围棋队参赛。

在女子团体比赛中，海南罗牛山
队在最后一轮与冲甲热门队伍上海清
一明河队相遇。海南队韩国外援吴侑
珍六段执黑战胜韩国同胞吴政娥四

段，但另外两场比赛，郑岩二段执白不
敌唐嘉雯二段，仇丹云二段执黑输给
张梦瑶6段。总比分海南队1：2告
负，最终以3胜4负名列第九名。

在男子丙级联赛中，海南海垦和
牛队最后一轮对阵北京凤凰地产队。
结果陈必森三段执黑战胜女棋手李赫
五段，46岁老将付利八段执白战胜潘
伟健二段，王泽宇二段执白战胜高怡
亮二段，海南队女棋手唐盈初段执黑不
敌浩然初段。海南队以总比分3：1获
胜，最终以3胜3平1负排名第十。

全国围棋锦标赛（团体）收枰

海南女队第九男队第十

随着问鼎金爵奖最佳影片的伊
朗电影《梦之城堡》等在上海举办获
奖影片展映，为期10天的第22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于24日落下帷幕。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511部，
放映场次1745场，观众46万多人次。

再创新
追求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场依托5G信号回传的4K超
高清“金爵盛典”直播，揭开本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帷幕。

电影从诞生之初就与科技相结
合，而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创新，为
电影产业插上高科技的翅膀。

18日晚，上海电影博物馆，国产
电影《三毛流浪记》以4K修复版的全
新面貌亮相；21日晚，上海影城，昔
日由孙道临、王丹凤、张瑞芳等主演
的巴金名著电影版《家》以2K修复版
重新与观众见面。

电影节期间，上海市松江区发布
了建设“科创影都”的蓝图，根据总体
概念规划，“全域影视”将是促进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科创影都”规划
启动60个摄影棚，其中三分之二为
高科技摄影棚。

“创新，无处不在；但创新并非为
了创新而创新，而是紧贴时代发展和
大众需求。”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市电影局局长胡劲军说。

共成长
助推现代电影工业再升级

今年春节档，国产科幻电影《流
浪地球》收获了超过 46 亿元高票
房。导演郭帆在电影节论坛上感叹：

“我们摄制了《流浪地球》，知道这条
路有多难，有多大差距。”《流浪地球》
的成功，开启了人们对中国电影工业
化体系的呼唤和期待。

电影节电影市场启动当天，服务中
外影视拍摄、已积累丰富经验的上海影
视摄制服务机构，联合长三角各大影视
拍摄基地，发出共同建立健全长三角
影视拍摄服务体系、共同编制《长三角
地区影视拍摄指南》、共同宣传长三角
影视拍摄政策和拍摄服务环境、共同
建立长三角影视拍摄数据库等倡议。

初步统计，2018年，有19部“上
海出品”影片在国内外各影节、影展获
奖入围，占全国国产片票房27.4%，其

中12部影片票房过亿元。上海正不
断为中国电影工业发展贡献新动能。

育新人
青年兴，则电影文化兴

2005年，导演宁浩以《绿草地》
入围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
人奖。今年，宁浩再度以评委会主席
的身份重返亚洲新人奖。

上海国际电影节坚持多年打造
的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今年有了新
亮点。今年新设短视频“探索”单元、
创投训练营等新人培育项目，与原有
的金爵短片、电影项目创投、亚洲新人
奖和金爵奖一起，构成了互有关联、逐
层递升的6级阶梯型新人培育孵化机
制，逐步形成人才培育的闭环，成为中
国影视事业新力量的孵化器。

此外，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上
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等纷
纷将“示范课”、专业论坛等“搬进”了
电影节，让电影节真正成为中外电影
学子的兴趣课堂。

来自欧美的多位电影人今年在
上海表示，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已
经成为国际电影人必不可少的年度
工作日程。

（据新华社上海6月24日电）

再创新 共成长 育新人
——盘点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三大关键词

阿根廷队晋级美洲杯八强

哈雷赛费德勒成就十冠王
当地时间6月23日，在德国哈雷网球公开赛

男单决赛中，瑞士天王费德勒以2：0战胜比利时
选手戈芬，第10次捧起该赛事冠军奖杯。这是费
德勒职业生涯首次在一项赛事中冠军数达到两位
数，也是他生涯的第102个单打冠军。图为费德
勒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我和我的祖国”
微电影创作征集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韩小雨）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充分发
挥优秀影片在促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教育部近日决定面向全国广大中
小学生开展微电影创作征集活动。海南日报记者
6月24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本次活动征集的优秀
作品将在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期间进行展
播，该厅将择优选择10部作品上报。

本次征集活动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视角，讲述丰
富多彩的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记录励志故事和纯
真友谊。具体创作要求包括作品内容积极向上，能
够体现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传播正能量；要以
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为主，可邀请教师进行指导；作
品总长度不超过10分钟，需使用普通话。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单位）要广泛动员部
署，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征集活动；要负责汇总审核
本辖区（校）内学生作品，按要求填写材料并将参
加征集活动的作品、材料于7月31日前报送至省
教育厅。根据安排，每个市县（单位）上报的作品
不得超过10部。

马布里出任北控队主教练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记者夏子麟 汪

涌）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24日宣布与马布里正式
签约，“老马”将出任北控队新任主教练。

北控篮球俱乐部是马布里在CBA联赛效力
的最后一支球队，在上赛季结束后，马布里退役并
成为北控集团的荣誉员工。上赛季北控队的战绩
并不尽如人意，赛季前定下冲击季后赛目标，但球
队在经历伤病、连败、换帅等打击后未能如愿。

北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田振清在签约仪
式上表示：“上个赛季的CBA联赛中，北控的战绩
不尽如人意，但是触底就会反弹，从今年的赛季开
始，北控篮球会有一个大的跨越，争取向第一阵营
看齐，未来会以争冠为目标，力争打造成京城的顶
级篮球俱乐部，来回馈广大球迷的厚爱。”

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将于本月28日举行马
布里上任球队主教练的媒体见面会。

《玩具总动员4》
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据新华社洛杉矶6月23日电（记者谭晶晶）
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迪士尼出品的3D动
画电影《玩具总动员4》上映首周末票房破亿，成
为本周北美周末票房榜冠军。

6月21日亮相北美的《玩具总动员4》讲述了
玩具伙伴踏上全新冒险旅途的故事，上映3天“吸
金”1.18亿美元，是首映周末北美票房最高的动画
电影之一，同时创下2019年以来北美首映周末票
房总排名第三的佳绩。

这部新片由曾执导动画片《头脑特工队》的美
国人约什·库利担任导演，备受观众好评，在影评
网站“烂番茄”上获得了98%的新鲜度，北美影院
观众评分为“A”。

位列本周末榜单次席的是恐怖片《鬼娃还
魂》，北美票房三天入账1400万美元。 迪士尼公
司出品的奇幻片《阿拉丁》以1220万美元票房位
列第三。该片上映5周以来全球总票房已超过
8.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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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网球女将巴蒂
世界排名升至第一

新华社悉尼6月24日电（陈宇）澳大利亚女
子网球选手巴蒂23日在英国伯明翰的比赛中捧
得冠军奖杯，女单世界排名升至第一。这是澳大
利亚选手时隔近半个世纪再获这一殊荣。

巴蒂现年23岁，4岁开始练习网球。 她的
父母回忆当年情景时说：“当我们看到4岁的她在
球场练球时，我们怎么也没想到19年后我们最小
的女儿会成为世界第一。 作为父母，我们为她深
感骄傲。”

据此间媒体报道，巴蒂被网球专家认为是百
年难遇的人才，但她的成长历程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受抑郁情绪影响，巴蒂曾短暂离开网球场，后
在好友的劝说下才于2016年重返网坛，当时，她
的世界排名仅为第623位。

在教练和家人的支持下，巴蒂终于走出低谷，
成绩迅速上升，今年已拿下3个冠军，如今又成为
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二位世界排名达到第一的网球
女单选手。

女足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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