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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还有《王牌特工 2》等三部进口片值得期待

提供优质平台 普及校园足球

“苏宁·扬子晚报杯” 国产“铁拳”之后
少足赛圆满落幕！ 进口片打“组合拳”
昨天中午，江苏省首届“苏宁·扬子晚报杯”少儿足球邀请赛在
南京奥体中心落下帷幕。经过三天的激烈争夺，最终科睿小学、雨
花实验小学、鼓楼一中心二队分别夺得甲、乙、丙组的冠军！此次比
赛，江苏苏宁体育集团联合江苏省足球运动协会、江苏省校足办和
扬子晚报等单位给了在基层艰辛打拼的青少年球员和教练一个展
示的平台，来自江苏各地的小球员们也开拓了眼界，看到了他们未
来努力的方向。
扬子晚报记者 张昊 实习生 周冰倩

国产片占主力的国庆档还在鏖战
中，目前开心麻花的喜剧电影《羞羞的
铁拳》依然是领跑状态。国庆档只是十
月的第一周，下面 20 多天还有什么好
片呢？记者查看片单发现，值得期待的
大多是进口片，比如将于 20 日上映的
《王牌特工 2：黄金圈》和 27 日上
映的《全球风暴》，还有一部电
影堪称黑马之作的《天才
枪手》，国产片则还没有什
么重量级产品。
扬子晚报记者 孔小平

高，不知道《天才枪手》能否

《王 牌 特 工 2：黄 金 暴》是今年内地引进的唯一
复制印度电影《摔跤吧！爸
圈》
“脸叔”科林回归
一部灾难大片。故事设定在 爸》的票房惊喜。

三个组别竞争激烈
江苏的好苗子初露尖尖角
本届赛事由江苏省足球
运动协会、江苏省校足办、苏
宁体育集团和扬子晚报共同
主办，共有来自南京、扬州、
无锡等地共 23 支小学生足
球队参赛，分为甲（U12）、乙
（U10）、丙（U8）三个年龄组。
十一期间能够亲身参加
这样的大赛，对于小球员来
说，是一种锻炼和交流的绝
佳机会。同时，苏宁体育也
希望能够通过比赛选拔出优
秀的足球苗子，为俱乐部即
将组建的 U12、U10 和 U8 梯
队储备人才。昨天的决赛，
三个组别竞争激烈。
甲组，雨花实验小学和
科睿小学会师决赛，两队最
终杀入了点球大战，科睿小
学最终获胜捧得冠军，队内
的前锋王宇航还获得甲组最
佳射手的殊荣；乙组决赛，雨
花实验小学对阵科睿小学。
雨花实小连续打成两次漂亮
反击，最终 2：1 取胜获得冠

军，科睿小学的 7 号帅赟杰
获得乙组最佳射手；丙组是
年龄最小的一个组别，鼓楼
一中心的二队和一队实力超
群，包揽了冠亚军。来自小
营小学的姜云祺获得丙组最
佳射手。值得一提的是，本
次比赛的视频和精彩花絮可
在中国电信 iTV 足球专区点
播观看。

赛事得到广泛认可
郑明：
还要搞各城市站赛事
本次比赛在一片欢乐的
氛围中落下帷幕，
几家主办方
也非常欣喜，
看到了省内如此
精彩的青少年赛事。颁奖仪
式上，
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的
副总经理郑明亲自为小球员
们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
并鼓
励小球员们再接再厉！
“中超金哨”李俊领衔的
裁判组、包括苏宁体育集团
技术总监助理马萨拉在内的
中外足球专家组成的选材
组，凸显了本次赛事的高水
准和专业性，赢得家长朋友

们的一致好评。离别时刻，
众多家长纷纷表示，感谢苏
宁体育能够给予孩子这么宝
贵的机会展示才华，孩子的
足球技术和意志品质都得到
了升华，希望下一次还能参
加。
在接受扬子晚报记者的
采访时，苏宁足球俱乐部副
总郑明表示：
“在省足协和省
校足办领导大力支持关心
下，首届‘苏宁·扬子晚报杯’
的比赛取得了圆满成功。通
过这次比赛，我们不但看到
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及其家
长对足球的热爱和参与，也
体验到了基层教练工作的艰
辛和取得的成绩，他们的工
作值得所有人尊敬。今后，
苏宁足球俱乐部也会更多地
走向基层，与他们一起共同
提高江苏足球的整体水平。
南京站的比赛结束后 ，苏宁
足球俱乐部近期还将在全省
其他城市继续举办‘苏宁·扬
子晚报杯’各城市站的比赛，
形成传统赛事，成为具有品
牌影响力的体育公益赛事。”

纳达尔顺利晋级中网男单四强
彭帅／米尔扎闯入女双半决赛
新华社电 6日的中国网
球公开赛稳步继续，纳达尔
不出意外进入男单半决赛，
“金花”彭帅则与印度搭档米
尔扎合作闯入女双半决赛。
当日男单四分之一决
赛，头号种子纳达尔顶住对
手魔鬼般ACE球的冲击，以
6：4、7：6（0）战 胜 美 国“ 大
炮”
伊斯内尔，
晋级四强。
相对于纳达尔的稳定发
挥，
伊斯内尔本场比赛则出现
过多的非受迫性失误，
即便拥

有完美的ACE球能力，但较
多的出界、
下网还是没能让他
抓住第二盘胜利的机会。
半决赛，纳达尔将迎战
保加利亚帅哥迪米特洛夫，
后者苦战三盘淘汰了西班牙
选手阿古特。
女单比赛中罗马尼亚选
手哈勒普直落两盘轻松击败
俄罗斯的卡萨金娜，进入半
决赛。两盘比分是6：2和6：
1。科维托娃则以2：0战胜捷
克同胞斯特里科娃，挺进半

决赛。
此前退出女单比赛的彭
帅当天搭档印度选手米尔
扎，与捷克组合斯尼亚科娃
／斯特里科娃进行了女双
的四分之一决赛，最终经过
决胜局抢十的激烈争夺，以
2：1战胜捷克组合，进入半决
赛。
男双半决赛，美国组合
伊斯内尔／索克以2：1战胜
哥伦比亚组合卡巴尔／法拉
赫晋级决赛。

两年前《王牌特工 1：特
工学院》横空出世，不仅席卷
了票房与口碑，以 8100 万美
元的成本在全球收割 4.14 亿
美元的惊艳票房。如今，被
外媒誉为年度最佳原创动作
电影的《王牌特工 2：黄金圈》
在北美上映后，首周末收获
3900 万美元，轻松拿下北美
首周末票房冠军。
据悉，
《黄金圈》中特工的
形象除了有伞不离手的英国
绅士，
也有紧握套索的美国牛
仔，新道具也轮番登场，在前
作中被一枪爆头的“脸叔”科
林，并没有“领盒饭”而是在
新作中复活，虽然成了独眼
龙但身手依旧利索。

未来世界，在多场自然灾害
袭击地球后，全球领袖决定
携手创建一个精密的人造卫
星网络，以此控制地球气候，
确保人类的安全。可原本应
该保卫地球的系统却出了
错，反倒来攻击地球，地球毁
灭迫在眉睫。

国产片不见重量级产品

记者浏览片单发现，接
下来三周，
国产片整体来说没
有什么重量级电影。13 日有
一部鲍起静、
黄浩然、
王菀之、
卫诗雅等共同主演的电影《我
的妈呀》，该片目前的动态信
泰 国 电 影《天 才 枪 息是，鲍起静以《我的妈呀》入
围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手》有望成黑马
提名。
“娱无双”
在国庆期间推
将于 13 日上映的《天才 出了该片的包场观影活动，
影
枪手》看似是青春片的题材， 迷都赞其是喜剧又暖心。
但主题并不阳光，影片讲述
另 外 还 有 香 港 经 典 IP
天才高中生小琳专出奇招帮 “ 阴 阳 路 ”系 列《常 在 你 左
同学在考试得高分来牟取暴 右》，由古天乐、张智霖、林家
利，她还找到另一名记忆力 栋和蔡卓妍等主演，集合段
极佳的天才学生班克，策划 奕宏、余男的演技派卡司的
一场跨时区的完美作弊。
国产电影《引爆者》，以及张
《全球风暴》是今年
电 影 根 据 2014 年 轰 动 艾嘉执导、田壮壮主演的亲
唯一的灾难大片
一 时 的 亚 洲 考 场 作 弊 案 改 情电影《相亲相爱》等几部中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 编 ，是 泰 国 年 度 票 房 冠 军 。 小制作影片，勉强称得上 10
将 于 27 日 上 映 的《全 球 风 近年来泰国影片质量越来越 月中可以一看的作品。

圣彼得堡国家交响乐团来宁连演两场
近日，享誉世界的圣彼
得堡国家交响乐团在江苏大
剧院举办了一场“中国交响
作品音乐会”，俄罗斯音乐家
们演出的中国作品曲目中有
交 响 合 唱《战 争 与 和 平》和
《大地安魂曲》。另外，今晚
（7 日），该乐团还将继续在江
苏大剧院带来一场俄罗斯作
品交响音乐会，会演奏柴可

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与
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等。
记者了解到，中国国家
交响乐团团长、中国音乐家
协会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关
峡亲临了“中国交响作品音
乐会”的排练现场，听完《大
地安魂曲》后，对圣彼得堡国
家交响乐团的演奏员和来自
江苏高校的 150 名合唱团员

们说，
《大地安魂曲》是写给生
者与逝者、先人与未来的，这
次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发生地演奏此曲更具特殊意
义。当晚指挥家陈正哲先生
静静地肃立台上，
音乐会现场
异常安静，
一千六百多名观众
与演奏家们、
合唱团员们用中
国的安魂曲向逝者致意。
扬子晚报记者 孔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