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特型演员刘劲首次执导
《周恩来回延安》成都首映受好评

成都观众：故事感人，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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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人
影片再现周总理革命情怀
“我回来看你们了！”

记者应邀和部分观众一道，观看了
《周恩来回延安》的首映。影片讲述时隔
26年周恩来重回延安，陕北13年的革命
历程一幕幕在脑海中闪回，飞机还在滑
翔，周恩来就迫不及待走向舱门。一走
出飞机，他就对赶来迎接的延安干部群
众激动地说：“我回家来了！我回来看你
们了！”

发自肺腑的言语，透露出周总理对
老区人民的牵挂，离开延安26年，他依然
清晰地记得老邻居、老大嫂们。工作之
余，周总理邀请当年的老邻居、老伙伴们
一起吃饭，看到他们一碗接一碗大口吃
着小米饭，总理明白延安的百姓生活依
然艰苦，潸然泪下。

影片中细节刻画非常动人。看到总
理消瘦的身躯，曹大娘拿出攒下的几枚鸡
蛋想让他补补身子；仍缺米少粮的老邻
居，凑出半袋小米让他带回去；一位延安
青年受老父亲嘱托，带着一袋大枣从十几
里外赶来看望他……延安人民用最朴实
的方式表达着对周总理的衷心爱戴。

成|功
20余年扮演周总理形象
刘劲首次担纲导演

今年是国庆70周年大庆，周恩来作

为共和国开国总理，其建国的丰功伟绩
有目共睹。该片导演刘劲，是从四川走
红全国的表演艺术家，作为成功表演了
67部影视剧周总理形象的优秀演员，耗
时5年多心血，在国庆70周年之前，为全
国人民拍出一部如此打动人心的巨片。

电影在电子科技大学放映时，95后
的大学生、研究生们，被周恩来总理不忘
初心、坚持信仰、大公无私、热爱人民、勇
于担当、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深深感
动。一位大学生在观影后说：“刘劲老师
又演又导，他是成功的。影片以周恩来
总理晚年回延安所见所闻为主线，现实
与回忆的交错，展现了周总理为国家解
放、人民幸福鞠躬尽瘁的一生。我希望
更多大学生，以及年轻的90后观众走进
影院，认真看一看《周恩来回延安》。”

影片在峨影1958电影城首映也获得
成功。许多观众赞扬刘劲对周总理从23
岁到73岁这50年不同阶段的人物形象塑
造。此次刘劲第一次做导演，让20多年
来的演员储备得到了喷发。成都观众许
红告诉记者：“我是一边观看电影，一边
流泪。我从内心感谢刘劲导演。他演得
好，导演得好。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画面
都拍得精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报道称，过去几个月，英足总和欧足联的
官员一直在对曼城展开调查。欧足联财政监
控委员会调查小组已经在两周前抵达瑞士尼
翁，召开会议商讨决议最终的判定结果。据
悉，该小组的成立就是为了分析、审查涉嫌违
反财政公平政策的俱乐部的账目。《纽约时
报》表示，调查小组负责人、前比利时首相伊
夫-莱特姆拥有对这次调查的最终决定权，最
终的审判结果最快将在本周内提交完毕，如
果证实曼城违反了FFP，其将面临至少一个
赛季无法参加欧冠的禁令。

不过，目前并不清楚曼城可能面临的禁
令会在下赛季（2019-20赛季）还是2020-21
赛季生效。目前曼城已经获得了下赛季欧冠
的参赛资格，如果禁令生效，曼城将有时间向
体育仲裁法庭提起上诉。

事实上，此前媒体曾多次曝光有关曼城
财务问题的泄密文件，似乎证实曼城试图绕
过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通过与阿联酋航空
签订巨额赞助合同，来掩盖一家阿联酋国有
投资公司注入的大量资金。据德国《明镜周
刊》曝光的文件显示，在阿联酋航空同曼城的
5950万英镑赞助协议中，该航空公司只出资
800万英镑，其余超过5000万英镑的款项都
是由ADUG财团提供，这个财团正是石油大
亨曼苏尔用来收购曼城的投资工具。

另外，早在2014年，曼城就曾因财政公平
问题遭到欧足联调查，最终曼城支付4900万
英镑罚款，并接受转会限令，才同欧足联达成
和解，逃过了一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手心手背都是肉，“老库
里”和妻子索尼娅在西决赛场，
究竟要穿哪支队的球衣呢？为
了“公平”解决这一问题，老两
口想出了最后的解决办法——

“抛硬币决定”。戴尔·库里表
示，自己和妻子将在比赛中支
持不同的球队，每场比赛前抛
硬币决定各自穿哪队球衣。

具体规则是这样，若库里
妈妈抛到正面，那么她会穿开
拓者球衣，爸爸则穿勇士球衣；
若她抛到反面，她将穿勇士球
衣，爸爸就穿开拓者球衣。若
前一场比赛由妈妈来抛硬币，
那么第二场就由爸爸来抛硬
币，规则相同。

那么谁将在第一场比赛中
率先抛硬币呢？“好吧，那我们
还得抛硬币决定谁先抛硬币。”
戴尔笑着说：“看来我们得抛很
多次硬币。”自季后赛开始，库
里夫妇就奔波在美国各个城
市，往返于奥克兰、波特兰、洛
杉矶、丹佛哥休斯顿，为两兄弟
加油打气，勇士和开拓者总共
24场季后赛，库里夫妇足足在
现场看了21场。

和哥哥斯蒂芬·库里四次
进入NBA总决赛，三次夺冠相
比，弟弟塞斯·库里职业生涯里
今年才第一次进入季后赛，由
于受伤病影响，塞斯辗转流浪
过多家球队，来到开拓者后才
获得了稳定的替补位置。“如果
塞斯能得到一个总冠军戒指的
话就太棒了，但我们不能偏
心。让他们自己去比拼，我们
就好好享受他们的比赛。”库里
父亲如此说道。

在拥有三枚总冠军戒指的
哥哥面前，塞斯更像是一名“挑
战者”。接受记者采访时，塞斯
说，哥哥斯蒂芬第一时间已经
给他发去了短信，对于即将开
始的兄弟对决，塞斯表示：“这
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观众席上
看斯蒂芬打西部决赛。这一次
对我来说是梦想成真的时刻，
我们的家人也会拥有更多乐
趣。”

北京时间5月15日，勇士
和开拓者就将在甲骨文球场展
开西部决赛的第一场较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钟雨恒

赛季首战练兵为主
中国女排1：3不敌日本

北京时间5月14日凌晨，
2019年瑞士女排精英赛首日
争夺在蒙特勒展开，中国女排
也迎来2019年首战，年轻选手
主打的中国队最终1：3不敌老
对手日本队，无缘赛季首胜。

本次瑞士精英赛由安家杰
挂帅，中国女排以练兵为主，几
乎没有带太多主力，现役8位
里约奥运冠军7位缺席，仅自
由人林莉随队出征。最终的首
发阵容为主攻李盈莹、刘晏含，
副攻胡铭媛、杨涵玉，接应郑益
昕，二传刁琳宇和自由人林
莉。虽然大比分1：3失利，中
国队每局差距都很小，第三局
更是激战到25：27，可以说，都
是输在关键分和关键球上，年
轻的中国女排为她们的成长买
单。

此役中国的主攻李盈莹独
揽25分荣膺得分王，但她也暴
露了自身软肋，53扣只有20
中，成功率并不算高，一传是她
最大的不足。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年轻的副攻手杨涵玉
拿下11分，这位浙江女排的19
岁小将在去年的世俱杯中表现
抢眼，她多次同世界顶级球队
正面过招中展现实力。比如在
面对冠军队伍瓦基弗银行的朱
婷，她有两次成功拦网得分，对
阵法国勒卡内的比赛，她8次
拦网得分，对阵泰国春武里，杨
涵玉拿下了全队最高的20分，
其中拦网8分，表现抢眼。

虽然失利，中国女排一定
程度上达到了练兵的目的，
暴露了短板、也看到了新星
的闪亮。第二场小组赛，中
国队将迎战普曼领衔的德国
队，对手是我们在东京奥运
资格赛上的同组对手，这场
比赛至关重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甘露

库里兄弟会师西部决赛

穿哪队球衣？
父母抛硬币定

开拓者时隔
19年再进西部决
赛，他们将遇上
卫冕冠军勇士，
争一张总决赛的
门票。这对于前
NBA球员戴尔·库
里来说，变成了
一个幸福的“烦
恼”，因为他的两

个儿子斯蒂芬·库里和塞斯·库
里，将在决赛中相遇，这在NBA
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英超赛季落幕 红魔曼联迷失

5月13日，由川籍表演艺术家刘
劲执导并主演，以及卢奇、李婷、黄鸿
等主演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周
恩来回延安》，分别在成都峨影1958
电影城和电子科技大学举行了首映
礼和路演活动，令成都观众大饱眼
福。《周恩来回延安》将于5月15日在
全国各大城市影院同时公映。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部分观
众和大学生，成都观众对该片评价甚
高，纷纷称赞《周恩来回延安》拍得真
实、故事感人，令人震撼。

5月14日一早，刘劲一行圆满结
束了成都的首映礼，又飞赴陕西延
安，参加下一场首映礼。离川之前，
刘劲谈到家乡人民对影片的支持，感
慨万千：我深深感谢感恩家乡四川对
我执导的电影的支持！

豪门
心病

2018/19赛季的英超联赛，在曼
城举起奖杯的庆祝中落下了帷幕。曼
城蝉联了英超冠军，而上一次英超有
球队可以连续两赛季蝉联冠军，还是
09年弗爵爷率领的那支曼联。然而，
曼城早已不是当年的曼城，而曼联也
不再是当年的曼联了。

十年弹指，曼彻斯特的红蓝双雄
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两年收获
198个英超积分，瓜迪奥拉麾下的曼
城似乎有开创一个蓝月亮王朝的趋
势；反观曼联，最后一场面对早就确定
降级的卡迪夫城，主场居然0：2败北，
要知道曼联上一次输给卡迪夫城的时
候，人类甚至还尚未登上月球。

曼联刚刚经历的这个苦闷赛季，
似乎一直处于无尽的漩涡之中：将帅
不合、教练下课、战术模糊、消极比赛
……曼联如同坐上了过山车，虽然索
尔斯克亚上任后，曼联一度在13轮英
超拿到11胜2平的亮眼战绩，但最后9
轮，他们却仅仅收获2场胜利，红魔到
底怎么了？

|心病之一 |

如此球员“难堪大用”？

曼联确实拥有着世界上一部分最
昂贵且技术出众的队员。上赛季英超
排名第二，本赛季还曾13轮不败，欧冠
逆转过巴黎圣日耳曼，这些足以说明
曼联球员还是有实力的。“难堪大用”
更多的，还是指在球员的作风以及态
度上，因为按照曼联球员的身价和水
平，即便是当场比赛没有主教练，也不
至于踢两个降级队哈镇和卡迪夫城踢
得如此狼狈，索尔斯克亚转正后球队
的场均跑动比转正前少了四分之一。

最大的绝望，往往是来自看见希
望之后的失望。13场不败，逆转大巴
黎，给了红魔球迷无限遐想的空间，但
这一切，都被球员的慵懒散漫的态度
摔得粉碎。

|心病之二 |

爵爷之后再无“尊重”？

穆里尼奥在曼联的最后时刻，尊
重（Respect）是鸟叔经常挂在嘴边的
话，虽然这个词后来被球迷拿来调
侃。缺乏足够的尊重，可能是自弗格
森之后，曼联最大的问题。爵爷离开
后，英国媒体和名宿似乎总爱对教练
和教练的决定进行极其苛刻的批评。
从莫耶斯到范加尔，从范加尔再到穆
里尼奥，虽然都是名帅，但是批评之下
是否心态会有变化，这很难说。但这
所导致的一次次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的调整，确实让球队的战术层面陷入
了一个怪异的循环。

除了媒体和名宿，某些球员似乎
过于桀骜不驯，即使穆里尼奥有千错
万错，但弗格森爵士都尊重的穆里尼
奥，到底又动了谁的奶酪可以被如此
轻视？鸟叔大喊“抓内鬼”的情景似乎
还在昨天，今天就有索帅不满某些球
员的表现而愤怒地取消赛季总结会。
后腰埃雷拉赛季后确认离队，这位兢
兢业业的劳模球员接受采访时直言，
这赛季的混乱75%的责任在于球员，
而不是穆里尼奥。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当时穆鸟和博格巴的闹剧，如果再给
高层一个选择的机会，事情还会是这
样的吗？

|心病之三 |

高层管理“混乱不堪”？
弗格森退休之后，曼联投入了7亿

多欧元用于引援，然而效果却非常一
般。买来的拜利长期和饮水机为伍，

罗霍长期缺阵，这些该清洗的球员都
没有在合适的时机清洗。此外，放任
11名球员在同一个赛季合同到期，这
更说明高层管理的业余，哪个球队也
不会出现一个赛季内有十多名球员合
同同时到期的情况。而和齐达内沸沸
扬扬的绯闻，也从来没做过一个像样
的声明，这无疑会让曼联军心更加涣
散。

王朝的建立可能需要十年，王朝
的坍塌往往只需一瞬。曼联如今问题
严重，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改造成功的，
前几年嘴上说着重建，其实更像是缝
缝补补。索尔斯克亚之前在接受采访
时也说过，曼联今夏不会大肆引援，会
更多选择相信年轻球员，在看过阿贾
克斯的惊艳表现后，我们为什么不期
待曼联刮起下一阵来自老特拉福德的
青春风暴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汤晨

曼城遭欧足联调查
恐被禁止参加欧冠

以98分的高分卫冕英超冠军，瓜迪奥拉
和他的曼城正缔造一个新的英超“盛世”，这
从本赛季欧战（欧冠及欧联杯）被英超“垄断”
也可见一斑。然而，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由于涉嫌违反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欧洲足
球财政监管机构展开了一项对曼城的调查，
调查结果一旦成立，曼城恐将面临至少一个
赛季被禁止参加欧冠的危机。

冠军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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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周恩来回延安》海报。

刘劲率创作团队出席首映礼。

5月12日，曼联队主教练索尔斯
克亚（右）赛后与队员拉什福德拥抱。

▶5月12日，曼城队球员在颁
奖仪式上庆祝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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