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由西城区委宣传部支持演出的喀喇沁旗原创话剧
《母亲》 在天桥连演两场 。 该剧以反腐倡廉为主题 ， 曾于
2018年入选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巡演剧目， 获多项大奖， 并在
多地进行巡演和公演。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陈陈怀怀远远、、马马钰钰钧钧出出场场时时间间短短不不做做点点评评。。

新华社电 第33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28日晚在福建厦
门揭晓。 陈可辛执导的 《夺
冠》 斩获最佳故事片奖、 最
佳编剧奖、 最佳摄影奖三个
奖项， 成为当晚最大赢家。

黄晓明凭 《烈火英雄 》
获最佳男主角奖， 周冬雨凭
《少年的你》 获最佳女主角
奖。 《白云之下》 导演王瑞
斩获最佳导演奖。 《我和我
的祖国》 获本届金鸡奖评委
会特别奖。

凭着 《夺冠》， 张冀摘
最佳编剧奖、 赵晓时获最佳
摄影奖。 印小天凭 《烈火英
雄》 获最佳男配角奖， 袁泉
凭 《中国机长》 获最佳女配
角奖。

《我的喜马拉雅》 获最
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 申奥
凭《受益人》获最佳导演处女
作奖 。 最佳儿童片奖颁给
了《点点星光》，最佳戏曲片
奖颁给了《贞观盛世》，最佳

纪录/科教片颁给了 《掬水
月在手》， 最佳美术片奖颁
给了 《哪吒之魔童降世》。

此外，吴江凭《只有芸知
道》获最佳录音奖，宋军、东
智良、郭钟山凭《解放·终局
营救》获最佳美术奖，张一博
凭 《少年的你》 获最佳剪辑
奖，最佳音乐奖空缺。

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丁荫
楠 、 赵焕章 、 金迪获中国
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
表彰。

“感谢伟大的时代， 让
我们得以为电影奉献终身。”
丁荫楠说， 作为电影人是幸
福的， 拍电影就是灵魂的表
达、 价值的表达、 时代的表
达。 中国电影的未来， 不仅
在中国， 还要走向世界。

诞生于1981年的中国电
影金鸡奖 ， 是中国电影的
“专家奖”。 今年是中国电影
金鸡奖恢复一年一评的开局
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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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预备队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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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杯：

□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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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成都队其实并没有多少次威胁到马
昆越的球门， 下半时有一次禁区内犯规
理当被吹点球。 下一场对武汉队， 需要
马昆越有更神勇的表现， 才有可能创造
更大的奇迹。

马马昆昆越越

足协杯1/8决赛北京中赫国安
1： 0力克成都兴城人居， 如果是一
线队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意外，而
这场胜利是国安预备队的小将们拿
下来的，对于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
们来说，这是个“奇迹”。 这不能算
是一场伟大的比赛， 但这场比赛肯
定会在这些年轻球员心中留下深深
的烙印。未来这些人中，大部分应该都
有机会走向职业赛场， 到时候他们
就不会再穿着40多号、50多号的球
衣比赛了。 如果能成为一名合格的
职业球员， 相信这场比赛会是他们
成长道路上的一次重要经历。

中超三强由于征战亚冠， 只能
派预备队踢足协杯。 此前上港和恒
大的预备队都在足协杯比赛中 “脆
败” 给中甲球队， 上港、 恒大预备
队中有一些球员已经在成年职业赛
事中崭露头角， 相比于他们， 国安
预备队更不被看好。 国安预备队此
战的对手成都队， 也算是一支中甲
强队 ， 他们今年差一点就冲上中
超。 看看出场阵容， 成都队派上了
外援莱昂纳多， 阵中也有王晓龙、
冯卓毅等以前的中超名将。 不过，
成都队在比赛中表现出的状态非常
低迷， 自始至终没有找到点儿。 特
别上半时罚下一人， 也让成都队无
法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比赛。

成都队踢得太差这算是 “客观
原因”， 比赛能够取胜， 归根结底
还是国安预备队踢得好。 国安预备
队主教练门佐虽然带的是一支青年
队， 但看得出荷兰人还是有很强的
指挥能力 ， 他制定的战术非常成
功。 比赛中国安预备队全队跑动距
离达到了115.3公里 ， 比对手多出
了16.6公里， 这样的跑动距离放到
五大联赛也是很可观的。 要知道在
中超比赛中， 如果一支球队全场跑
动距离在100公里左右， 都算是不
错的了。 从这个跑动距离数字可以
看出， 门佐的球队平常训练水平颇
高 。 这场比赛 ， 门佐排出了一个
541的阵型， 看似摆大巴， 但却是
一个很有弹性和攻击力的 “铁甲大
巴”。 当成都队在后场出球犹豫时，
国安预备队的球员会蜂拥而上进行
高位逼抢。 面对成都队的围攻， 国
安预备队一旦拿球， 不会盲目开大
脚， 而是有条理的层层推进。 当有
反击机会时， 国安预备队也能快速
把球传到对方腹地。

青年队比赛， 更多还是看有没
有天赋异禀的球员。 很难说这场比
赛国安预备队有谁表现出超人的天
才， 但至少可以看到几名 “可造之
材”， 比如这场比赛打了右前卫和
中锋两个位置的李博希， 再比如本
场比赛给对手带来极大麻烦的白云
飞。 北京队明年将面临U23球员的
“危机”， 张玉宁、 郭全博的岁数都
“到期” 了， 球队急需挖掘U23人
才。 从外面买人可能是更多人的想
法 ， 但从这支国安预备队中 “挖
潜”， 同样是一种选择， 关键看你
敢不敢给年轻人出头的机会。

反腐原创话剧《母亲》在京演出

6.0 踢球的那个感觉 ， 跑起来的样子 ，
别说还真有点儿王刚的意思。 作为右边
翼卫， 徐冬冬上下往返的能力不错。 上
半时曾被莱昂纳多撞出去一次， 身体对
抗还需要加强。

徐徐冬冬冬冬

6.5 进的球算是凌中阳刷了一次助攻 ，
当徐冬冬压上去的时候， 凌中阳往往右
移到右后卫位置， 这是当下很 “时髦 ”
的踢法， 凌中阳拿捏得不错。

凌凌中中阳阳

6.0 能够踢三中卫居中的 “自由人 ”，
史堉铖肯定有 “两把刷子 ”， 看得出他
的技术意识不错 ， 对球路的判断也很
老练。

史史堉堉铖铖

6.0 三中卫里踢左侧的那一个， 比赛中
受到了对手一定的冲击， 好在顶住了 ，
与左翼卫之间的配合也很默契。

李李京京润润

6.5 看上去身体条件并不突出， 但是跑
动能力真是强， 像一台 “永动机 ”。 个
人防守能力也不俗， 有点儿像当年的李
红军。

和和晓晓强强

7.0 本场比赛最大的亮点， 无论在右前
卫位置还是中锋位置， 都展现了不俗的
个人能力， 完场前那次内切打门中框就
是缩影 。 身体条件不错 、 个人能力出
色、 可胜任不同位置， 看上去他是这支
球队最有可能打上一线队的球员， 当然
只是就这场比赛而言。

李李博博希希

6.0 作为队长出席了赛前新闻发布会 ，
肯定是这支球队的核心球员。 由于全队
更 多 处 于 防 守 状 态 ， 没 太 看 出 陈 彦
朴组织进攻上的天赋， 不过如果把他放
到更强的球队， 也许就能更多展现自己
的能力。

陈陈彦彦朴朴

6.0 肩负着中场出球 “发牌” 和后卫线
身前屏障两项任务， 没有 “大红大紫 ”
的演出， 但尽职尽责完成了比赛。

江江文文豪豪

7.0 打进全场比赛唯一一粒进球， 这粒金子
般的进球也帮助国安预备队创造了奇迹。 下
半时成都队的第二张红牌， 那次进攻其实也
是谢龙飞发起的， 看得出这是一名很聪明的
球员。

谢谢龙龙飞飞

7.0 这位强力中锋在比赛中充分展现了能
力 ， 进球与他在禁区内扛住 对 方 后 卫 扯
出空当有关， 成都队第一张红牌， 完全是白
云飞个人能力所致， 他给对方带来了极大的
麻烦。

白白云云飞飞

6.0 替补上场后踢的是中场位置， 中规中矩
完成了比赛。

高高健健

7.5 荷兰人这场球充分展现了指挥才能， 他
用一支纯粹的青年军击败了成熟的中甲劲旅。
荷兰人把防守反击和高位逼 抢 很 好 地 融
合到一起， 这真的很不容易。 从球队的跑动
距离看， 也能看出门佐的球队平常训练水平
颇高。

门门佐佐

电影《夺冠》
成金鸡奖最大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