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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文化资讯

"

今天9:30，“新时代 新思想 新征程”庆

“七一”讲廉政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书法作品

展在汉沽文化馆文化活动中心群星展厅开展。

"

周六14:30，滨海市民文化讲堂本周推

出“滨海新区区情与推进滨海新区高质量发

展”主题讲座，由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

员李文增主讲，讲座地点为滨海新区图书馆

419报告厅。

"

周日 15:00-16:30，《潞河督运图》系列

讲座本周带来“《潞河督运图》与津沽饮食文

化”，由天津方志馆代馆长张岩主讲，讲座地点

为中新天津生态城芳菲路11号增2号津沽记

忆博物馆。 时报记者 范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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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专业肠道健康知识，请关注

俄罗斯世界杯

阿根廷要玩儿老鹰捉小鸡
巴西角球玩得溜儿
那是因为懂规矩

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末轮，夺

冠大热门法国队在全场球迷漫天嘘

声中以及全世界球迷的注视下，和

丹麦上演了一场无聊透顶的0∶0默

契球，顺利以C组第一名的身份小组

出线。在D组，阿根廷末轮凭借梅西

的进球以及罗霍的绝杀惊险击败尼

日利亚，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线。

6月30日22时本届杯赛首场1/8决

赛，法国和阿根廷将展开对决，从纸

面实力讲，10亿欧元法国队要比阿根

廷强，但潘帕斯雄鹰未必不能跟高卢

雄鸡玩儿一次老鹰捉小鸡。

法国队是本届杯赛最星光熠熠

的球队，前场的吉鲁、格列兹曼、姆

巴佩、登贝莱，中场的坎特、马图伊

迪、勒马尔、博格巴，后防线上的瓦

拉内、乌姆蒂蒂，随便拉出来哪个都

是世界一流球星。小组赛和澳大利

亚、秘鲁、丹麦队分在一起，法国怎

么看都应该来个一两场3∶0、4∶0的

大胜，然而事实是法国战澳大利亚

凭借视频助理裁判技术和门线技术

才1球险胜，战秘鲁也就打了个1∶0，

坐拥众多天才球员的法国队小组赛

3场球竟然只打进了3粒进球！目

前这支法国队在进攻上还是存在很

大的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是中前场

缺少一个莫德里奇那样的进攻组织

者，法国主帅德尚曾尝试让博格巴

和格列兹曼来串联球队进攻，但二

人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

当然，阿根廷进攻也不咋样，3

场小组赛打入3球，还丢了5球，但

经历了与尼日利亚的众志成城血

战，以及小组赛艰难出线的坎坷，阿

根廷队内肯定非常团结。不出意

外，1/8决赛与法国一战，阿根廷应

该会扬长避短，放弃中场控球，集中

兵力弥补自己的防守弱势，前场则

摆上阿圭罗和梅西等速度奇快的进

攻球员，一旦法国队大举压上被自

己断球，阿根廷马上发动长传反击，

让皮球快速通过中场，巴内加和马

斯切拉诺都有完成精准长传的能

力，等梅西或者阿圭罗拿球杀入法

国禁区后，颤抖的就是法国人了。

脑补一下这样的场面：雄鹰

翱翔高空，雄鸡在地上干着急没

办法，雄鹰瞅准时机俯冲下来一

击致命…… 时报记者 宋鑫鑫

巴西和塞尔维亚的世界杯小组赛进行到第 68

分钟，内马尔罚出角球，巴西队后卫米兰达在禁区内

一通搅和，愣是用身体挤倒塞尔维亚球员米特洛维

奇完成“对子”，为蒂亚戈·席尔瓦腾出空间，后者在

无人盯防的情况下高高跃起头球攻门得手。按理

说，在五大联赛、在欧冠，这个球都有犯规嫌疑，可偏

偏当执主裁连回看 VAR的机会都没给。为什么？

因为本届世界杯鼓励身体对抗呗。回看至今的三十

多场比赛，身体对抗比比皆是，裁判鸣哨却少之又

少。这个角球，不得不说巴西人聪明，吃透规则、玩

透规则，塞尔维亚人哑巴吃黄连。相比之下，巴拿马

人就显得有些不太聪明，对英格兰被连判两粒点球，

都是因为手部动作，鼓励身体对抗却严格限制手部

动作，这次知道了吧？ 时报记者 王淞

机会不够德国人浪费的
最后一轮到来前，F组的确乱作一

团。两连胜的墨西哥并未绝对出线，德

国、瑞典，包括一场不胜的韩国都有机

会逃生，一度弄得每个队的算分公式都

乱七八糟。可是当瑞典队从下半场开

始每隔十来分钟进墨西哥一球之后，一

切已经豁然明朗，德国队只需打进一球

即可出线。

主帅勒夫第58分钟也先后派上戈麦

斯和穆勒出场，发起总攻的意图已十分

明显，几次边中结合的简单试探性进攻

就让韩国防守压力陡增。那局势几乎让

人相信，进球马上就会发生在下一次传

中。可令人不解的是，从勒夫指挥到球

员应对，德国人集体开始思考人生，好像

觉得高举高打过于简单粗暴有失优雅。

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

门自来投。留给德国人的时间没有了，

留给韩国人的时间到了，补时阶段，韩

国队连入两球。

美丽不是花架子伪装的
德国队历史上共8次杀入世界杯决

赛，4次夺得冠军，13次晋级四强。历史

很辉煌，如今也豪强，最近4届的成绩分

别是亚军、季军、季军、冠军，参加俄罗

斯世界杯的德国队还是唯一一支预选

赛全胜的球队，去年联合会杯派出以年

轻球员为主组成的德国二队都能一举

夺冠。成绩的稳定让对手失望，年轻才

俊的优异表现令人嫉妒，而且联合会杯

就是在俄罗斯举行，所以连“德国人不

适合在俄国作战”的玩笑都不成立。

德国队这次世界杯的惨败很难解

释。可能真是总赢，烦了，不换换样就

接着赢已经没意思了。可是，从德国队

这次的三场小组赛表现来看，想换成什

么样并没完全想好，结果从用人到阵

型，再到战术思路，德国人罕见地把一

切弄得四不像，会踢什么，习惯踢什么，

就老老实实地干呀，玩什么脚下渗透，

你又不是西班牙。

其实胜利才是最美丽的，况且德国

人已经用效率至上、极简主义把攻势足

球和好成绩完美结合在一起，已经以“全

能足球”的形象在足球世界圈粉无数。

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表示：“对德国队

小组赛出局感到极其失望。我们有专业

的体育团队，他们会向我们解释发生了

什么。”快开始吧，太多人等着知道，到底

发生了什么。 时报记者 陈彤

左一：法特玛、左三：Rajiv、右二：蒋宁、右一：黄镇 记者 贾成龙 摄

滨海时报融媒体花式畅聊世界杯

新区球迷讲述俄罗斯“蹲守”球星秘籍

时报讯(记者 王淞)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俄罗斯奇遇记》日

前发布由黄晓明演唱的推广曲《新大头儿子和

小头爸爸》MV，该曲别出心裁地采用了老歌

新唱的形式，为经典儿童歌曲的演绎带来了新

的创意。

黄晓明透露，此次推出的歌曲改编自当年

央视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主题曲的

旋律，“既保留人人传唱的经典副歌，又加入电

子、爵士、嘻哈等流行音乐元素，为歌曲赋予了

全年龄的时尚气息。”

重新演绎“新大头”
黄晓明童谣新唱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我市谷天影视文化

出品的电影《六欲天》日前正式开机，该片是演

员祖峰首次独立担任电影导演的作品。片中，

他将携手黄璐共同出演。

祖峰透露，《六欲天》讲述在一次警察查案

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的人和事，所引发的爱与

罪的故事，“既有男女之间的背叛，也有为爱所

产生的救赎。影片寓意深刻，每个孤独的灵

魂，内心都有不为人知的的阴暗面，形形色色

的人们，都有着自己的欲望和贪念，人物之间

的爱恨纠缠，到底该如何救赎，更是这部电影

对人性和心灵最深最直接的拷问。”

津产电影《六欲天》开机
祖峰首次执导筒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韩延执导，李易峰、

迈克尔·道格拉斯、周冬雨等人主演的电影《动

物世界》将于今天起登陆国内院线。日前该片

举行首映，管虎、曹保平、陆川、陈思诚等业内

知名导演来到现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

自己对影片的看法。

“中国电影能拍到这个程度值得庆祝，韩

延这次在人性的发掘、社会现实的反映等方

面，远超前作《滚蛋吧！肿瘤君》，李易峰的表

演也非常成熟。”对于管虎的看法，陆川也表达

了认同，“韩延能把功夫下到每一帧之上，并喊

出想对这个社会讲的话，表明这是一部有态度

的作品。”与此同时，曹保平还赞许了韩延对中

国电影工业化发展的贡献，而这也与上影节期

间很多媒体的观点不谋而合。

《动物世界》今日开映
韩延获业内认可

时报讯(记者 王淞)徐克新作《狄仁杰之

四大天王》将于暑期档与观众见面，昨天该片

曝光终极海报，暗示狄仁杰将在片中遭遇神秘

强敌。谈起这个系列中的最强反派，徐克接受

采访坦言，“这就是创作中的最大兴奋点。”

“当你造出一个比所有人都厉害的人物之

后，会给创作带来一个最大的兴奋点，那就是

你的故事接下来该怎么写。”徐克坦言，创作系

列电影的关键，就是给观众带来“既熟悉又陌

生的感觉”，“我希望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和一众

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次的《四大天王》会让观众

看起来很怪异，有一个让大家觉得无法破解的

神秘现象。”

“狄仁杰”再遇强敌
徐克：这样的创作很兴奋

时报讯(记者 王淞)姜文新作《邪不压正》

日前发布终极版海报，再度将几位主演彭于

晏、廖凡、姜文、周韵、许晴等的关系置于复

杂之中。

在接受采访时，姜文表示自己的角色是一

个“自己把自己玩儿砸的人”，但彭于晏却并不

认同，“他从头到尾都在骗我。”而谈及彭于晏

饰演的李天然，廖凡则表示“除了复仇，还有另

外一个神秘的身份。”值得一提的是，周韵和许

晴角色的身份也是扑朔迷离，周韵饰演的角色

表面是个裁缝，在预告片中却几次举枪出镜。

许晴则表示，自己的角色“既性感，又感性，亦

正亦邪”。

彭于晏谈《邪不压正》
姜文从头到尾都在骗我

法特玛：
最爱萨拉赫、C罗

本届世界杯是埃及阔别28年后的

首次回归，尽管在新区求学远离家乡，

但法特玛还是没有错过埃及队的任何

一场比赛，而埃及队的当家球星萨拉赫

也自然是女生们讨论的焦点。在法特

玛看来，萨拉赫不仅是埃及球星，更是

世界级球星，他的技术能力不仅惊人，

更难得的是小小年纪却一点都不浮躁，

谦逊的性格非常圈粉。同时，法特玛还

是C罗的超级粉丝，提到偶像她也激动

得两眼放光，“因为C罗不仅勤奋，有才

华，而且可谓逆风翻盘，他小时候家境

非常差，可他却一路逆袭，他的经历非

常值得尊重，除了祖国埃及队，其实我

最希望葡萄牙夺冠。”

Rajiv：
看了九成比赛

印度小哥Rajiv不仅是一位资深球

迷，更是一位疯狂球迷，他也自曝从世

界杯开赛到现在，几乎看了九成的比

赛，晚上看球白天上班虽然很辛苦，但

这四年一次的盛宴，一定不容错过。尽

管印度本届也是世界杯的“局外人”，但

这并不妨碍印度人对足球的爱，Rajiv

也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世界杯情结，原

来早在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时候，

他就和爸爸、爷爷一起看球了，而阿根

廷 3∶2战胜德国那场比赛彻底征服了

当时还是小孩子的 Rajiv，从此他就成

了阿根廷的铁粉，如今更是力挺梅西，

希望梅西能够捧起大力神杯。

蒋宁：
战车失灵 有内外因

前晚德国爆冷出局，伤透了全世界

德国粉丝的心，昨天的直播中，爆冷与

逆袭的话题自然成为大家讨论的重

点。来自滨海新区综合发展研究院的

资深球迷蒋宁则认为，德国战车的失灵

不能完全甩锅给所谓的世界杯“魔咒”，

即前届冠军下届小组难出线。他认为，

从内因来看，德国队的不少老将如施魏

因施泰格、拉姆退役，目前场上缺乏核

心，虽然并没有太多伤病困扰，但这个

德国队仍然是老化的。而从外因来看，

作为卫冕冠军，尤其现在又有大数据帮

忙，德国队的技战术特点等信息，早就

被对手分析透了，可谓被对手“知己知

彼”；另外，与韩国队在心态上的不对等

也影响了德国队的发挥，蒋宁认为，德

国队抱着踢满 7场比赛的心理来分配

体力，但韩国却是认定了3场孤注一掷

的打法，所以下半场德国队愈发着急，

反而给了韩国队可乘之机。

黄镇：
与FIFA主席仅一步之遥
新区资深球迷黄镇此次做客直播

间也带来更多俄罗斯前线的一手信息，

同时黄镇还是本报特约记者，为时报每

天早晨的微信早读《早安滨海》提供了诸

多现场视频和照片。更为戏剧性的是，

他不仅观看了揭幕战，更误打误撞进入

VIP，甚至与FIFA主席仅仅一步之遥。

为何总能与世界足坛名宿们偶

遇？黄镇透露，因为多年看球的经验，

自己对球场的通道规划已经烂熟于心，

通常在媒体通道和工作人员通道总会

有些明星大咖轻装简从，届时只需要蹲

守，就能见到不少球星。通常情况下，

这些球星都会很热情地和球迷合影，毫

无架子。而聊到揭幕战时进入 VIP的

经历，黄镇透露，在俄罗斯进了第四到

第五个球之间，了解到东道主铁定锁定

胜局后，他也放心到处闲逛，直接走进

一处之后，黄镇才发现原来进入了VIP

室，显然当时俄罗斯人已经在准备赛后

庆祝酒会，黄镇也随即融入其中，与很

多名宿亲切合影，一起庆祝俄罗斯的大

胜。据他后来了解到，VIP室楼上就是

各国政要和 FIFA主席的 SVIP区。现

场，黄镇还带来了一件小纪念品，是一

个饮料水杯，这本来是在现场购买饮料

后使用的一次性杯子，但因为打印上了

对阵双方队名、比赛时间、体育场信息，

所以颇有纪念意义，通常球迷们都会带

回去收藏，很有珍藏价值，设计也很精

美巧妙。 时报记者 王晶

直播中，一位颇有现代感和未来感

的嘉宾为昨晚的节目贡献了不少“脑

洞”，它就是来自新区卡雷尔公司的机器

人“女孩”小云，身姿颇为曼妙的它不仅

在开场为观众献上了一段世界杯开场舞

蹈，竟然也是一位世界杯球迷。不仅回

答了很多网友在线提出的问题，更有自

己喜欢和支持的球队。

比起熬夜看球到头昏脑涨的球迷，机

器人小云看球堪称完全零障碍，对于网友

提出的“会不会熬夜看世界杯”的问题，小

云表示有电、有网，场场不落，“而且我不会

有黑眼圈”的回答确实让不少熊猫眼的球

迷非常艳羡。而对于哪支球队最有冠军

相，小云也在收集世界杯目前比分、战绩和

诸多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它的结论：

“如果比赛马上结束，我认为西班牙队、法

国队是传统强队，本届夺冠机会很大。”最

喜欢的球星则几乎把世界上最顶级的大明

星一网打尽：“韩国队的孙兴民，克罗地亚

队的莫德里奇，葡萄牙的C罗，还有埃及队

的萨拉赫。”因为现场请到了来自埃及的女

嘉宾，小云也特别提到了萨拉赫，看来情商

不低。而号称“所有中国元素都有，唯独没

有中国队”的这届世界杯，让很多中国很伤

心，不过小云却充满希望，它认为，随着加

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世界杯，

扩容为48支参赛队给中国很大机会。而

且，东道主可以直接晋级，小云还建议中国

队直接申办世界杯的主办权，这样则是妥

妥入围了。 时报记者 王晶

德国队怎么了？知道的举手
像击鼓传花，德国队把世界杯“卫冕冠军魔咒”又延续4年。

“魔咒”本一笑谈，并非每次都灵，像2002年韩日世界杯冠军巴西队，

2006年在德国还打到八强了。不过2010和2014年世界杯，“魔咒”连续发

威，把卫冕冠军意大利、西班牙先后闷在小组里。

德国队许是闲得难受，把“魔咒”续写得不折不扣。

卡雷尔机器人小云：
看好中国队

昨日，滨海时报融媒体《世界

杯，我们都要上》开启第三期直播活

动，本次做客本报直播间的开讲嘉

宾不仅有来自新区渣打银行的印度

球迷Rajiv、埃及留学生法特玛、刚

刚从俄罗斯看球归来的球迷黄镇和

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的资深球迷蒋

宁，而且还特别邀请了新区卡雷尔

公司制造的全新机器人小云，它则

挑起“章鱼保罗”的预测技能，为直

播贡献了不少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