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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丝玉玛杯”CBSA中国
斯诺克青少年系列赛昨天在广州
开杆，赛事由中国台球协会主办，
广州市台球协会、Mr.Q拓荒者桌
球俱乐部承办， 广州市体育产业
基金会、广东省台球协会、广州市
海珠区台球协会协办。 广州站赛
事是系列赛的第四站， 也是自
2013年复办以来首次在广州举
行， 共有34名青年组选手和24名
少年组选手参赛。 这项赛事旨在
为中国青少年创建优质公正的台
球竞技平台， 打造斯诺克经典赛
事。 （苏荇）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徐
扬扬报道：今晨，在巴黎沙特雷剧
院举行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法
国足球》 杂志公布2019年科帕奖
（最佳U21）评选结果，效力于尤文
图斯的荷兰中卫德利赫特获此殊
荣； 效力于多特蒙德的英格兰球

星桑乔、 效力于马德里竞技的葡
萄牙球星费利克斯分列第二、第
三位。

本年度帕科奖10名候选人还
有维尼修斯（皇家马德里）、哈弗
茨（勒沃库森）、贡多齐（阿森纳）、
卢宁（瓦拉多利德/皇家马德里）、

基恩（埃弗顿/尤文）、 楚克乌泽
（比利亚雷亚尔）、李康仁（瓦伦西
亚）。

帕科奖于2018年设立， 首位
得主是巴黎圣日耳曼的法国球星
姆巴佩。 该奖项以法国首位金球
奖得主雷蒙德·科帕命名，旨在奖

励年度表现最突出的U21球员。评
委由历届金球奖得主组成， 包括
梅西、C罗、贝肯鲍尔、巴斯滕、齐
达内、罗纳尔迪尼奥、鲁梅尼格、
卡卡、莫德里奇、卡纳瓦罗、罗纳
尔多、舍甫琴科、菲戈、罗纳尔多、
内德维德等足坛名将和名宿。

首次带领广州恒大夺得
中超冠军的卡纳瓦罗，昨天在
羊城接受广州媒体的联合采
访。 意大利少帅一身休闲装，
全程表情轻松，带着招牌式的
微笑。

他表示，恒大队今年遭遇
的困难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
年初冬训 ， 他带 20多名球员
去西亚，结果回到广州时只剩
下4名球员，其他队员要么参
加国家队的亚洲杯赛，要么回
国休假或受伤，以致赛季前的
最后一次集训没有达到理想
状态 。 双外援政策和引进多
名年轻球员，恒大队在赛季初
就对阵容作出较为彻底的更
新换代 ，也影响了战绩 ，联赛
9轮过后就已落后北京国安 8
分， 而且塔利斯卡、 于汉超、
李学鹏、严鼎皓等接连在赛季
中段受伤。

卡纳瓦罗坦言：“2015赛季
最终夺得联赛和亚冠双冠王，
但我认为这其中有我的功劳，
因为当我赛季中途离开恒大队
时，当时在联赛排第一，亚冠也
进入淘汰赛。 所以我认为，那年
的冠军奖章上有我的功劳。 ”这
一遗憾终于在四年后得到弥
补。 谈到今年的夺冠过程，他用

“奇迹”来形容：“赛季初，如果
我们说目标是冠军， 估计没有
几个人相信， 所以这个冠军简
直是奇迹， 不是一般的球队能
够做得到的。 ”

赛季末， 恒大队在亚冠和
中超赛场9战仅1胜， 尤其是第
27轮主场以2比2战平河南建业
后， 卡纳瓦罗被要求到恒大集
团“上课”。 他透露：“与河南建
业的上半场， 应该是我们这个
赛季踢得最差的45分钟。 说实
话， 我也很不解为什么球队会
变成这个样子。 ”当他听到俱乐
部的“上课” 决定时以为自己

“下课”了。 他直言：“在世界足
坛范围内， 我还是有一定的知
名度和重要性的。 出现这样的
事情，对我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

对于这样的决定， 我当时是非
常失望和伤心的。 ”

卡纳瓦罗起初对“上课”
事件反应激烈，他的律师还给
恒大俱乐部发函要求对“上
课”事件作出解释。 但在冷静
之后，尤其是俱乐部并没有明
确告知其正式“下课”，他的想
法有所转变 ，“我尝试着用中
国人的思维，而不是欧洲人的
思维来看待这件事，思考中国
的文化，尤其是恒大这样的企
业文化”。 在反思和总结后，他
与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
印会面 ，“老板跟我解释了事
情的过程，我也跟他聊了自己
的想法”。

即便发生“上课”事件，卡
纳瓦罗也没有想过离开。“当时
有很多俱乐部和经纪人打电话
给我，邀请我，但我不想离开。
有机会执教恒大这样的俱乐
部，我相信很少有人会拒绝。即
使这份工作很困难， 但我还是
愿意接受挑战”。

展望明年， 卡纳瓦罗表示
还不想做出预测， 也不会定目
标，“我们有很多归化球员，主
要还得看中国足协会出台什么
样的政策。但有一点不变，那就
是希望为中国国家队输送更多
的国脚。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羊城晚报讯 记者苏荇报道：
2019年广州马拉松赛医疗保障培
训班日前在广州医科大学东风校
区举行。

参与赛事医疗保障的广州
120网络36家医院的固定点医疗
队员、 骑行移动救护员和市急救
医疗指挥中心的指挥调度人员近
350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班
邀请广州市体育竞赛中心、 中山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市一医院等
院前急救专家授课。 专家们就赛
事安排、 运动性猝死的防范与急
救、急救医疗保障团队救援程序、
马拉松赛道急救力量角色定位与
分工、 通讯对讲机的使用讲解与
模拟训练、 骑行移动救护员分组
技能操作培训等方面进行理论授
课和技能操作训练。 培训班结束
后， 固定点医疗队员和骑行移动
救护员还到马拉松赛道进行实地
勘察， 并在现场开展保障流程培
训。

自 2012年广州马拉松赛开
跑以来，组委会组织的专项赛前
医疗保障培训班已经连续开办
了八年。 为应对赛事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各种突发医疗险情，市急
救医疗指挥中心不断总结经验、
改进方法， 对赛前医疗物资准
备、赛道医疗布点安排等工作进
行精心的组织和安排，竭尽全力
为广州马拉松赛健康安全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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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离开”
广州恒大主帅卡纳瓦罗细说“上课”

前后心路历程

卡纳瓦罗在夺冠庆典上
图/视觉中国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
毅报道：2019欧洲金球奖今晨在
巴黎揭晓， 梅西力压范戴克和C
罗，第六次夺得这一重量级奖项。

六次国际足联年度最佳球员
（世界足球先生）、 六次欧洲金球
奖、 六次欧洲金靴奖———梅西在
三大奖项都排名历史第一，令“一
生之敌”C罗稍逊一筹。

“继续享受足球”
在颁奖现场， 梅西从上届金

球奖得主莫德里奇手中接过奖
杯。 梅西曾在2009年至2012年实
现欧洲金球奖四连霸， 包括金球
奖与世界足球先生合并为国际足
联金球奖的三届（2010到2012）。
2015年是国际足联金球奖颁奖的
最后一届，梅西第五次获奖，国际
足联金球奖随后重新拆分为世界
足球先生和欧洲金球奖。

2016和2017年，C罗囊括世界
足球先生和欧洲金球奖；2018年，莫
德里奇囊括世界足球先生和欧洲金
球奖。 到了今年，虽然巴塞罗那没有

夺得欧冠冠军， 阿根廷没有夺得美
洲杯冠军， 梅西仍时隔10年再次囊
括世界足球先生和欧洲金球奖。

梅西今年在国家队和俱乐部
正式比赛参与63个进球， 包括攻
入46球并有17次助攻， 在欧洲五
大联赛球员中排名首位。 他本赛
季受到伤病困扰， 只代表巴萨出
场1112分钟， 贡献11球和8次助
攻，包括4次直接任意球破门。

梅西已经不在巅峰期， 却仍
被视为国际足坛现役第一人。 他
与六座金球奖合影， 场面颇为壮
观，“我记得22岁时到巴黎来领取
第一个金球奖时的情景， 我和我
的3个兄弟来的。 10年之后，我拿
第6个金球奖时处在不同的时刻，
我生命中非常不同的阶段， 我和
妻子以及3个孩子来到这里，我的
兄弟和侄子们也陪伴我”。

“梅球王”已经32岁，他在获
奖感言中提到：“我清楚自己的年
龄。 我现在前所未有地享受足球，
因为接近退役时刻了。 我希望能
继续享受足球， 享受和家人在一
起的时光，甚至享受对手，也享受

我的生命。 ”

“这里只有赢家”
利物浦后防中坚范戴克在评

奖中排名第二，C罗连续八年进入
金球奖前两名的纪录被打破，今
年只排名第三， 而且是连续九年
进入前三。 分列第四到第十位的
依次是马内、萨拉赫、姆巴佩、阿
利松、莱万多夫斯基、贝尔纳多、
马赫雷斯。

利物浦中卫范戴克处于巅峰
时期， 是今年世界足球先生和欧
洲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 但最终
都输给综合影响力更高的梅西。

此前只有贝肯鲍尔、萨默尔、
卡纳瓦罗等三名后卫赢得欧洲金
球奖， 范戴克是继2006年卡纳瓦
罗之后最有希望夺得金球奖的后
卫。 上赛季在欧冠半决赛，利物浦
对巴萨完成大逆转， 范戴克发挥
关键作用。 范戴克帮助利物浦夺
得欧冠冠军， 被评为欧冠决赛最
佳球员。 利物浦上赛季虽然屈居
英超亚军， 但范戴克被评为上赛

季英超最佳球员。 在国家队层面，
范戴克帮助荷兰打进欧洲国家联
赛决赛。

今年8月，范戴克力压梅西和
C罗，成为首位当选欧洲最佳球员
的防守型球员。 今年在世界足球
先生评选的记者投票部分， 范戴
克已超过梅西； 但在完全由记者
投票选出的欧洲金球奖， 范戴克
则输给梅西。

C罗今年虽然帮助葡萄牙夺
得欧国联冠军， 但本赛季状态低
迷。 巴西虽然夺得美洲杯冠军，可
是缺乏特别突出的球星。 在评奖
中， 梅西既然可以在2010世界杯
年击败世界杯冠军哈维和伊涅斯
塔，今年击败范戴克也并不意外，
“梅球王”是国际足坛天赋与努力
的完美代言。

范戴克对梅西一直充满崇敬，
这位王牌中卫大度表示：“今晚没
有失败者。 我非常自豪能站在这个
位置，印证了过去一年我在俱乐部
和国家队的表现。 这是件值得骄傲
的事， 因为没有太多的球员来这
里，这里只有赢家，没有输家。 ”

�� 梅梅西西
六六捧捧金金球球奖奖

梅西与六座金球奖合影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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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新片，咋都这么有腔调呢？

叶问最受期待
胡歌屈居第二

12 月，是大多数职场人一年里最忙碌
的时候。 正因为忙，去电影院看一部好片
或许是最省时省力的放松方式。 这个 12
月，除了《叶问 4》这部饱含民族情怀的系
列电影终结篇，以及《星际探索》《星球大
战 9：天行者崛起》这两部好莱坞科幻大制
作，还拥有一批风格独特的作品。

还真有些不好选呢！

︻
大
片
必
选
︼

【腔调之选】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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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星际探索》
上映：12 月 6 日

地球上接连出现神秘怪象， 科学家发
现某种失控的反物质反应正在影响整个太
阳系，严重威胁人类生存。 天才航天工程师
罗伊被派往外太空，试图揭开谜团，拯救人
类……看到这样的剧情， 大部分科幻迷都
会第一时间掏钱买票了， 更何况影片的男
主角还是布拉特·皮特。

作为一部硬核科幻片，《星际探索》的
旅程横跨地球、月球、火星、海王星……影
片于 8 月 29 日曾亮相威尼斯电影节，目前
豆瓣评分 6.8 分———降低期待值， 或许会
更有惊喜。

B：《叶问 4》
上映：12 月 20 日

“威胁”胡歌的男人来了———《叶问 4》
目前的淘票票“想看”人数超越《南方车站
的聚会》，稳居 12 月第一位。

这是“叶伟信 + 甄子丹”版《叶问》系列
的最后一部，无论影片质量如何，观众也一
定会为它买单。《叶问 4》海报也打出了“十
年传奇，最后一战”“终结篇”的字样来招徕
观众。 在这一集里，叶问已经迁居美国唐人
街，他将对战美国海军陆战队。 这场“终极
一战”值得期待。

C：《星球大战 9：天行者崛起》
上映：12 月 20 日

《星球大战 9：天行者崛起》是《星球大
战：最后的绝地武士》的续集，也是“星球大
战后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同时是“天行
者传奇”的第 9 部作品和最终章。

影片由《星球大战 7：原力觉醒》的导演
J·J·艾布拉姆斯继续执导， 讲述卢克·天行
者化为绝地英灵一年后的故事。每一部续集
都是星战迷苦等已久的节日，狂欢吧！

（注：文中影片按上映时间排序）

NO.1：《南方车站的聚会》
上映：12 月 6 日

胡歌、桂纶镁、廖凡、万茜、
奇道……这个文艺片阵容，已经
透露出影片与众不同的气质。 导
演刁亦男过去已凭柏林金熊奖
作品《白日焰火》证明了自己的
实力，这部《南方车站的聚会》也
入围了第 72 届戛纳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

除了导演和作品拥有光环，该
片还是胡歌进军大银幕之作，因此
在淘票票平台的 12 月“想看”人数
中排名第二。 目前，影片的豆瓣评
分也达 7.6 分———业内默认，豆瓣
7.5 分以上基本就算佳作， 如今就
看普通观众是否买账了。

NO.2:《吹哨人》
上映：12 月 6 日

影片号称是首部反映“吹哨
人制度”的大银幕作品，导演是
《北京爱上西雅图》的薛晓路，这
次她又找了汤唯来主演。 汤唯显
然也很重视这部新作，她通过张
译找到雷佳音，邀请他担任男主
角———从各地的点映口碑看，汤
唯的这步棋下得挺对。

影片讲述某国外大公司的华
人职员发现公司项目存在巨大漏
洞， 一旦上马可能危及中国某城
的安危， 他们最终战胜人性弱点
勇敢举报……雷佳音的演绎让这
个角色“落地”，显得可信。

NO.3:《兰心大剧院》
上映：12 月 7 日

娄烨执导，巩俐主演，这两
点已是《兰心大剧院》的必看理
由。 其他主演，如赵又廷和小田
切让等同样不弱。 影片入围第
76 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豆瓣评分目前为 7.8 分。

影片讲述 1941 年的上海滩，
演员于堇从国外返沪出演旧爱执
导的话剧， 但实际上却另有目标
……擅长刻画细节和营造氛围的
娄烨第一次执导谍战题材，令《兰
心大剧院》的表现备受关注。

NO.4：《被光抓走的人》
上映：12 月 13 日

该片导演董润年曾经是编
剧，他跟黄渤合作过三次，参与
的都是宁浩的剧本，包括《疯狂
的外星人》《心花路放》《厨子戏
子痞子》。

《被光抓走的人》类型元素
包括爱情和科幻，灵感据说来自
董润年的一个脑洞：“如果有一
道神秘的光把一部分人抓走，社
会的平静与法则被打破，我们该
怎么办？ ”主演除了黄渤，还有王
珞丹、谭卓、白客、黄璐，阵容不
错。

NO.5：《唐顿庄园》
上映：12 月 13 日

电影版《唐顿庄园》，目标观
众毫无疑问是剧版粉丝。 这部
2010 年开播的英剧， 让很多观
众见识了何谓英式古典作派。 如
今，电影版讲述的是一个全新的
故事：英国皇室即将造访唐顿庄
园，这个偏安一隅的乡间宅邸又
要忙碌起来了……

以大小姐玛丽为代表的庄园
主仆们纷纷回归了，可惜，在剧中
逝去的角色如马修表哥就再也回
不来了。 该片 9 月已在英国公
映，目前豆瓣评分为 8.2 分。

NO.6：《只有芸知道》
上映：12 月 20 日

《只有芸知道》似乎延续了冯
小刚在《芳华》 中的怀旧纯爱路

线，主演黄轩、杨采钰，还有徐帆。
影片改编自冯小刚挚友的

真实爱情经历，讲述隋东风和罗
芸之间相濡以沫的动人爱情故
事：罗芸隐藏了一个只有她知道
的秘密，秘密的背后却是她对隋
东风刻骨铭心的爱……

NO.1：《
南方车站的聚会》

NO.2:《吹哨人》

NNOO..33::《《兰兰心心大大剧剧院院》》

NNOO..55：：《《唐唐顿顿庄庄园园》》

NNOO..66：：《《只只有有芸芸知知道道》》

BB：：《《叶叶问问 44》》

CC：：《《星星球球大大战战 99：：
天天行行者者崛崛起起》》

AA：：《《星星际际探探索索》》

NNOO..44：：《《被被光光抓抓走走的的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