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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动员而言袁他们大都不
太过中秋袁或者只是象征性地过
一下遥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袁很多
人都在紧张地训练或者比赛遥

有关运动员过中秋节的记
忆袁 我很容易就想起 2010年太
仓女排亚洲杯袁 因为时值中秋袁
当地主办方专门为中国女排搞
了一个晚宴遥 正是在那个晚宴
上袁很多人第一次见识了王一梅
的歌喉袁她与一位专项记者合唱
了叶广岛之恋曳遥

8年过去袁再见是在互联网
上袁很多网友发布了王一梅的最
新照片遥 照片上是一个瘦身成
功袁女人味十足的漂亮姑娘要要要
今天的王一梅袁 除了职业方向袁
在外型上也有了很大改变遥

最近在外型上有所变化的
还有梅西遥

梅西自 2016年美洲杯以来
便做起了野虬须客冶袁他说那是胜
利的象征遥两年来即便有无数网
友在梅西的社交媒体下评论说
希望梅西刮掉胡子袁梅西也无动
于衷遥

不过尽管梅西认为大胡子
是胜利的象征袁尽管顶着差不多
形状胡子的吉鲁拿到了世界杯
冠军袁但梅西这两年在球场上却
不是那么顺利袁无论是俱乐部还
是国家队遥 最终袁梅西刮掉了留
了两年的胡子遥

我想袁他也许是想以这样一
个新造型来实现职业生涯的再
出发遥

梅西的选择其实自然遥 这个世界并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袁尽管你可能不愿意改变袁但
只有主动地去拥抱改变袁才有可能获得新生遥

在这一点上袁我觉得中国体育的管理者
们正在悄然拥抱改变遥

最典型的一个事情袁莫过于姚明出任中
国篮协主席遥 这是国家体育总局开始任用非
体制内专业人士执掌单项协会的一个成功
案例遥 不久前结束的雅加达亚运会袁姚明接
手后的中国篮球拿到了全部 4个冠军遥

用专业人做专业事袁这是一个所有体育
迷呼唤已久尧梦寐已久的改变遥 看起来袁我们
的管理者已经开始接受并且主动拥抱这种
改变遥 而效果袁也是不错的遥

随着至今依然兼任中国足协主席的蔡
振华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袁一个听起
来荒谬但似乎又有几分可能的传言野姚明执
掌中国足协冶袁开始甚嚣尘上遥

不过袁这个传言虽然表达了广大网友迫
切希望中国足球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期待袁
但毕竟还是有些违背大家天天在嚷的专业
人做专业事的原则袁可行性不大遥

但无论如何袁国家体育总局自上而下的
变革已经开始袁 除了姚明在中国篮协的成
功袁庞清尧佟健挂帅中国花滑国家集训队袁陈
露携野晨路计划冶归来袁则是多国家队制的另
外一例遥

随着蔡振华即将赴总工会履新袁中国足
协的下一任主席恐怕很快就会浮出水面遥 在
专业人管专业事的变革大背景下袁只要中国
足球的管理者拥抱改变尧善于改变袁我们还
是可以保持一点谨慎乐观遥 赵黑

中秋节，
哪些电影值得我们去看？

从国产佳作到进口大片袁 数十
部电影齐聚中秋档袁 多样化的题材
为观众提供了更多选择遥

中秋也好袁电影也罢袁都能勾起
人们的遐思袁 在情感的表达中引起
共鸣遥 李白曾野举杯邀明月冶袁今年的
中秋袁我们不妨野约电影冶袁去感受大
银幕带来的执着与疯狂尧 痛快与潇
洒尧温暖与浪漫遥

在爱情文艺片中袁 回味情感流
转与时代变迁

今年 缘月袁 导演贾樟柯携新作
叶江湖儿女曳亮相戛纳电影节袁虽然
最终未能收获奖项袁 却得到了场刊
评分 圆援怨的高分渊满分 源分冤袁以及媒
体的广泛好评遥 法国叶世界报曳称赞
其野荡气回肠袁充满诗意袁隐晦又明
亮冶遥

这是一个关于相爱与分离的爱
情故事袁 也是关于变迁与发展的时
代故事遥 野我决定拍叶江湖儿女曳袁从
圆园园员年讲述到 圆园员愿年元旦袁故事的
起点还是山西遥 冶 贾樟柯在微博中
说遥

这部电影是贾樟柯过去 员苑 年
里记录生活尧表现生活的影像回顾遥
让我们在时代的变迁和情感的流转
中袁回味无穷遥

在纪录片中袁 享受人与动物的

和谐共处
怨月 圆圆日将上映的纪录片 叶爱

猫之城曳中袁导演杰达窑托伦将镜头
对准了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
猫遥 它们自由地漫步在这座古老的
城市中袁未被驯服袁也并不狂野遥 日
复一日袁 它们和城市中的人们和谐
共处袁互相影响遥

影片中的人物说院野懂得生活袁
生活便是美好的遥 敞开心扉袁就能去
爱遥 如果你充满爱意地看待一切袁万
物皆美曰如果你能享受猫尧鸟尧鲜花
的存在袁你将拥有整个世界遥 冶伊斯
坦布尔街头自由活动的猫袁 连同爱
它们的人袁 成了这座城市最好的代
言遥

这是一部属于爱的影片袁或许袁
它能让你更好地热爱生活遥

在人物传记片中袁 学习坚韧与
执着

贝利袁 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
球员曰李宗伟袁连续闯入三届奥运会
羽毛球男单决赛的运动员遥 作为各
自领域的传奇袁 他们的经历和成就
影响了无数人袁 早已成为超越体育
圈的偶像与标杆遥

叶传奇的诞生曳和叶李宗伟院败者
为王曳两部电影袁分别聚焦这两位伟
大运动员的人生故事袁 讲述他们的

成长与挫折袁泪水与汗水袁拼搏与奋
斗遥

曾经有人问贝利觉得自己最好
的进球是哪一个钥 贝利回答院野下一
个冶遥 也许袁我们中的大多数不能达
到贝利和李宗伟那样的成就和伟
大袁 但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坚韧与
执着遥

在动作片中袁体验痛快与酣畅
想感受动作片的视觉冲击和血

脉偾张的快感袁 对于动作片的影迷
来说袁中秋档的影片有不错的选择遥

布鲁斯窑威利斯是好莱坞硬汉
的代表之一袁 由他主演的 叶虎胆追
凶曳 讲述了一位医生在原本的幸福
家庭惨遭暴徒欺凌变得支离破碎
后袁 决定孤身出击袁 奋勇反抗的故
事遥 布鲁斯窑威利斯通过自己的表演
带来了痛快与酣畅遥

由陈小春尧郑伊健尧曾志伟等主
演的叶黄金兄弟曳同样吸引眼球遥 影
片通过港片惯有的枪战和打斗袁表
现出兄弟出生入死的情义遥 影片里
众多熟悉的面孔袁 对富有港片情结
的影迷群体也有极大的吸引力袁仿
佛又听到歌曲 叶当年情曳 中的那句
野今日我袁与你又试肩并肩曰当年情袁
再度添上新鲜遥 冶

王鹏

荩近日袁 宋佳受邀启程前往米兰参
加 2019春夏女装大秀遥 作为最偏爱裤装
的女明星袁 宋佳身穿白色 T恤与休闲牛
仔裤搭配复古风格踝靴袁 延续裤装利落
造型袁帅气依旧遥 可随时穿搭的暗红色衬
衫袁带来轻松高级感袁也颇具初秋的实穿
性遥 而就在昨日袁由其主演的电影叶诗眼
倦天涯曳个人部分已正式杀青遥 小喻 摄

陈露
携晨路计划归来

野冰上蝴蝶冶 挂帅第 3支花滑
国家队袁着力于国际化培养

中国奥委会日前宣布袁聘任花滑世
界冠军陈露为野晨路计划冶花样滑冰国
家集训队主教练袁 为 2022年北京冬奥
会培养女单和冰舞选手遥 野我们主要是
在海外招募队员袁在海外训练袁这是一
个国际化培养计划遥 之所以叫耶晨路计
划爷袁 主要因为这在花滑项目中是比较
大胆的尝试袁领导希望能从我们这儿开
始袁把计划做起来遥 冶接受记者采访时袁
陈露称这支国家集训队已筹备了大半
年袁野这个计划准备了大半年袁做了大量
工作遥 海外训练这块儿袁整个体系跟国
内不太一样遥 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工
作袁 逐一落实了团队尧 训练基地等事
项遥 冶 品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