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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悦）10月12日，
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下发了最新
通知，经江苏舜天俱乐部申请，河南建
业俱乐部和江苏赛区同意，原定于
10月 18日 19时 45分进行的中超第
28轮建业客场与江苏舜天的比赛，
将提前到10月17日19时45分举行。

江苏舜天之所以申请将比赛
提前一天，是因为 10月 21日他们
将在主场迎来足协杯半决赛第二
回合与山东鲁能的比赛。如今名
列联赛第九的舜天，想要通过中超
获得亚冠名额已不可能，他们只有
将目光放到足协杯上，希望获得足
协杯冠军来直接拿到亚冠席位。
目前在足协杯半决赛竞争中，首回
合客场 2∶1 取胜的江苏舜天暂时
占得先机，但由于对手是实力强劲

的山东鲁能，因此即便坐镇主场，
舜天方面也丝毫不敢大意，申请调
整联赛赛程，争取多一天的休息调
整时间，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江苏舜天外，同样闯入足
协杯半决赛的上海绿地申花，也将
本来应该本周日进行的比赛提前到
了周六。不过，也幸好舜天和申花
联赛中的对手是已经保级成功的河
南建业和长春亚泰，在没有联赛压
力的情况下，建业和亚泰也乐得顺
水推舟，答应了对手调整赛期的申
请。相比之下，还在为保级苦战的天
津泰达就没那么好说话了，此前他
们就拒绝了广州恒大联赛调整的请
求，使得恒大不得不在10月17日联
赛后，就要赶赴日本，备战10月21日
亚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赛事。④11

本报讯（记者李 悦）10月 12
日，全国女足甲级联赛第三阶段
的比赛在山东潍坊结束了全部较
量。在事关冲超的一场关键较量
中，河南徽商女足以 1∶4不敌东道
主山东女足，失去榜首位置的同
时也将联赛的主动权拱手让出。

此役面对实力强大并拥有主场
优势的对手，河南女足并没有束手
束脚，开场仅 6分钟，张喆的劲射击
中门框弹出，董佳宝迅速跟上补射
成功。但随后山东队的“主场优势”
开始显现。第 15分钟，2号崔亚珍
禁区内胸部停球却被判定手球犯
规，山东队利用点球机会扳平。这
个莫须有的判罚也引起了河南队上
下的强烈不满，主教练门文峰和助
理教练魏强都因此被罚上看台。此
后，心理受到影响的河南队被对方
再进一球，上半场以 1∶2 暂时落
后。经过中场调整后，河南女足姑
娘们的心态平稳下来，表现也有所

改观。但关键时刻，裁判再次抢镜，
娄佳惠的进球被吹越位在先，这一
判罚也让河南女足的心态彻底失
衡，借着河南队表现失常的机会，山
东女足又连进两球，最终以 4∶1大
胜，重新夺回了女甲榜首位置。

本轮过后，山东以 24分的成绩
位列第一，领先河南女足2分。根据
赛程，女甲第四阶段的比赛将于 11
月在四川都江堰举行，届时河南队
将先后和广东、浙江交锋，而山东队
还有三场比赛，这样的情况下，徽商
女足想以联赛第一名的身份直接冲
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唯一值得安
慰的是，目前积22分的河南女足，成
绩比第三名广东队多了5分，第四阶
段广东女足同样只有两场比赛，分
别对阵河南和山东。也就是说，只
要在同广东的比赛中打平对手，河
南女足就稳保联赛第二，这样她们
就还有机会通过附加赛的机会争取
另一个女超名额。④11

本报讯（记者徐建勋）10月 10
日，2015年第三届中国郑州街舞大
赛在河南省体育馆开幕，为期 3天。
参与此次大赛总决赛成人组的选手
将达 1300余人次，少儿组 700余人
次。本次大赛还邀请了美、日、韩等
国众多街舞高手前来比赛。

本届街舞大赛由中国舞蹈家协
会主办，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金
水区人民政府承办。据了解，今年
大赛首次采用了分赛区比赛。在郑
州决赛进行之前，分别进行了华中

赛区（武汉）、华北赛区（天津）、华南
赛区（广州）、东北赛区（长春）和华东
赛区（济南）的比赛，各个分赛区各
项目的冠军，直接进入第三届中国
郑州街舞大赛的前 100强。在赛事
安排方面，10月 10日为各个项目的
海选和齐舞的预赛，11日为各个项目
的淘汰赛至半决赛，12日上午是各项
目的半决赛，下午是总决赛和颁奖典
礼。赛事免费向广大群众和街舞爱
好者开放，不论是报名参赛还是到场
观看都不收取任何费用。③12

10月是收获的季节，体彩顶呱
刮新游戏一个接着一个，全新数字型
游戏“9”全面登陆河南彩市，带给彩
民朋友更多的游戏乐趣和中奖惊喜。

数字型彩票“9”之所以以“9”
命名，是因为数字“9”是个位数字
中最大的一个，通常用来表示圆
满、吉祥等意义，“9”字音同“久”
字，寓意长长久久。

顶呱刮“9”面值 10元，最高奖
金 25万元，中高奖也很丰厚，超多
100元和 200元中奖票，多达 16次
的中奖机会让这款游戏更加充满
乐趣。游戏设计上，该票与“9”密
不可分：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

“09”、“19”、“29”、“39”、“49”、“59”、
“69”、“79”、“89”9个号码中的任意

一个号码，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
的金额；如果出现号码“99”，即中
得该号码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

金秋时节，买上几张充满吉
祥好运的顶呱刮“9”作为礼物馈
赠亲朋，也不失为一种好选择。
花钱不多却能送去一份祝福，一
份幸运，还等什么，赶快去体验新
玩法吧！④11 （彩 文）

体谅对手难处 客战江苏提前

建业“顺水推舟”亮节操

女甲联赛对阵山东

河南女足遗憾告负失榜首

第三届中国郑州街舞大赛开幕

顶呱刮新成员“9”登陆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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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新生代导演宋鹏飞执导的华语影
片《地下香》犹如黑马，继威尼斯电影节获赞后，
日前亮相釜山国际电影节再度收获如潮好评。

宋鹏飞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表示，《地下香》是一部内敛、真实的影片，没
有刻意营造的波澜壮阔，一切点到为止，当
属轻轻触碰，却又在不经意间发人深省。

该片以中国城市发展变革大潮下的北京
为大背景，通过刻画住在地下室、以收旧家具
为生的永乐，在酒吧跳钢管舞的小云，谋求更
高拆迁补助的“钉子户”老金等形象，讲述了
生活在北京的小人物追逐梦想的故事。

“虽然留学法国多年，但我是土生土长
的北京人，一直想拍一部反映北京变化的影

片。”宋鹏飞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去了北京
的一处地下室，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们聚居于
此，他们早出晚归很少碰面，操着各地口音，
门口常常悬挂着带有地域特色的腊肉或辣
椒……这些画面充满了电影感，给自己很大
触动，于是决定拍摄一部这样的电影。

《地下香》是这位“80后”年轻导演的处女
作，虽然影片着眼于都市小人物的故事，但宋
鹏飞还是把更多人性中积极的一面呈现出来。

“影片中小云有些好高骛远，希望借此
告诉年轻人做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
印；而老金太过贪心，其实如果不那么贪心，
幸福常常唾手可得。”宋鹏飞说。

虽然《地下香》的大部分场景取自地下

室，但整部影片在美学风格上极为讲究，从
演员挑选到音效处理以及美术指导、作曲、
剪辑等，都邀请到了专业甚至堪称业内精英
的团队来倾力合作打造。

“不想单纯呈现地下室的脏、乱、差，其
实在地下室里不乏打扮得干净整洁，甚至是
西装革履的人，他们精神饱满，跟普通人一
样追逐梦想。”宋鹏飞说。

除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影片内敛性格的
另一体现便是注重细节。影片中小云贴壁
纸的镜头，用纸袋糊出的满墙粉色，折射出
对美好生活抑或是爱情的渴望；在眼睛失明
的永乐要点香时，小云悄悄把打火机放在他
面前……这些细节刻画中逐渐深入人心。

“其实，生活并不像想象般戏剧，在这个城市
里，有许多人每天为了梦想在奔波坚持，他
们时常会孤独、发呆和迷茫，而能引发共鸣
和打动人的正是这些共通的孤独感、漂泊
感。”《地下香》制片人兼女主演英泽说。

《地下香》6 日在本届釜山国际电影节
“亚洲电影之窗”单元进行了展映，这也是该
片在亚洲首映。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观众，
都对该片给予诸多关注和肯定。据悉，接下
来宋鹏飞还将携《地下香》征战芝加哥国际
电影节，参与新锐导演竞赛单元的角逐。

“《地下香》计划明年暑期后在国内上
映，希望观众能静静看完，喜欢和认可这部
带有内敛性格的影片。”宋鹏飞说。④4

素有“法国猫王”之称的摇滚明星约翰尼·阿利代近
日宣布，将于 11月 13日推出全新个人专辑《关于爱》。这
将是这位 72岁歌星的第 50张个人专辑。

阿利代 10月 9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举行演唱会，并
宣布新专辑即将面世的消息。他说，这是一张有些个性化
的专辑，“爱”是一个重要主题，同时也关注时事政治。

阿利代提到的时事政治是今年 1月震惊世界的《沙
尔利周刊》杂志社遭袭事件，阿利代的一名挚友不幸遇
难。“这件事一度让我感到非常痛苦。在新专辑中我特别
录制了一首歌曲，希望能够以此向死难者表达怀念和敬
意。”阿利代如是说。

阿利代本名让－菲利普·斯梅，1958年以金黄色的鬓
角、闪光的紧身衣、扭动的舞姿和嘶哑的歌声在法国乐坛异
军突起，掀起法国首度摇滚风暴，从此风靡法国乐坛数十
年，被誉为“法国猫王”。他还扮演过许多影视角色，2009年
曾出演香港导演杜琪峰的影片《复仇》。④4 （据新华社电）

由贾樟柯编剧并导演的《山河故人》继 10月 7日在第
59届伦敦国际电影节首日展映后，8日继续在伦敦莱斯
特广场的戏院里热映。

该片讲述了从 1999年到 2014年乃至未来 2025年的
快速变革时代背景下，中国女性沈涛所遭遇的情感变故。

贾樟柯说：“过去我的影片一直是讲在中国快速变革背
景下，普通人面临的生活上的困难。最近两年想拍关于情
感的。我认为情感也受到了这种快速生活节奏的影响，包
括新科技、手机、互联网等。过去，我们有很多时间互相倾
听，亲人之间，母子之间，爱人之间，用很长时间去感受对
方。现在这些情感表达方式都在改变。这个故事是从我个
人的经验去感受这个时代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到情感的。”

贾樟柯认为，片中谈到的情感、家庭以及生老病死问
题，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这部影片给观众提供了一个
与过去的自己见面、与未来的自己相遇的机会。

谈到扮演沈涛的演员也是妻子赵涛，贾樟柯说：“与
赵涛合作已经 15年了，这次她承受的表演挑战非常大。
既要演 20多岁，又要演 50多岁，但她完成得非常好。”

本届伦敦电影节将持续到 10月 18日，共有 5部中国
电影参展，除《山河故人》外，《刺客聂隐娘》、《华丽上班
族》、《三城记》和《诗人出差了》也将陆续上映。④4

（据新华社电）

把芊棒棒草摆放在土布上，并拼成各种图案，用棒
槌捶打，使芊棒棒草的汁液渗入布中，在布上形成形态
各异的花草图案。陕县马寨村村民朱秀云用自己灵巧
的双手，让几近消失近半个世纪的“土布捶草印花”技
艺重新复活。

朱秀云今年 65岁，她从小穿过“土布捶草印花”做成
的衣服。2008年，她通过走访多位老人，虚心拜师学艺，
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土布捶草印花”技艺，使之成
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走进朱秀云家，她的炕上摆着纺花车，屋内安有织布
机。她在自己织出的土布上捶草印花，然后做成床单、围
巾、手绢等用品与饰品，深受人们喜爱。④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图① 朱秀云把芊棒棒草在土布上摆成图案。
图② 芊棒棒草上铺布捶打印花。
图③ 她在土布上捶出了草、花的图案。
图④ 她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芊棒棒草。

上世纪 90年代初，国内第一部关
于长城的电视纪录片《望长城》成为中
国纪录片发展的里程碑；20 多年后，
又一部关于长城的 12 集电视纪录片

《长城：中国的故事》将与观众见面。
该片通过长城诞生、兴盛与衰落的故
事，对比东方和西方文化，力求还原一
个真实的长城。

发行方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董事
长薛继军 10月 11日在京说，长城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见证了华夏

文明几千年的发展。“一部长城史，就
是半部中华文明史。长城是古代丝绸
之路必经之地，承载了不同民族共同
的荣誉与梦想。”

薛继军说，《长城：中国的故事》是
继《望长城》热播 20余年后，中国纪录
片人通过新角度、新视野、新发现、新
观点再次解读长城、与时俱进地阐释
中国梦、解读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

《长城：中国的故事》拍摄过程中，
摄制组采用直升机全景式空中航拍长

城，历时四季的延时摄影将呈现不一
样的长城风光；大量采用数字绘景重
建跨度长达 2000年的历史场景，用三
维技术重现历代长城的原貌；同时采
用剧情片的方式，重新演绎古人的生
活。

该片将于 19日在央视纪录频道、
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纪实频
道、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 4 家上星频
道和爱奇艺视频共同首播。④4

（据新华社电）

《地下香》内敛且真实
——访新生代导演宋鹏飞

□新华社记者 张 青 王家辉

“法国猫王”
将推第50张个人专辑

贾樟柯《山河故人》
伦敦热映

““土布捶土布捶草印花草印花””
重现陕县

①①

对比东西方文化 还原真实长城

纪录片《长城：中国的故事》4台联播

④④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