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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体汇

登高赛事火爆重庆
1月份就有20场

新年年初，以登高比赛的形式锻炼身体
迎接新年，成为了全国各地群体赛事的首
选。其中，山城重庆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登高赛事的数量、区域和形式堪称丰富多
彩。数据显示，仅仅在1月份，重庆就将举办
20个登高赛事。

数量
1月，重庆有20个登高赛事

对于喜欢登高和路跑的健身爱好者而
言，1月在重庆绝对让你爬山爬个够。

根据重庆市体育局《2018年重庆市主要
群体赛事（活动）计划表（1月）》的数据，1月
在我市进行的主要群体赛事（活动）共有57
个，其中登高赛事就有20个。赛事的举办地
点也遍布重庆各区县，包括江北、沙坪坝、云
阳、城口、垫江等。平均不到2天，就有一个
跑步赛事。

登高赛事多，并不意味着比赛质量和选
手水平会降低。如今，越来越多的本土路跑
高手，加入到了登高的赛事中。以有着重马
终身号码牌、被称为重庆“跑马一姐”的女跑
者张辉骥，就经常参加各大登高赛事，在最近
举行的一项登南山的越野跑赛事中，她还获
得了25公里女子组的冠军。

地势
山城地势形成多个品牌赛事

重庆以3D立体城市而著称，自然少不
了“山”这个元素。独特的地势，为重庆以山
为基础的赛事打造，提供了条件。

以铁山坪为例，明天就要举行一次2018
年新年登高活动。同时，铁山坪每年都要举
办半程马拉松赛，最近一届吸引了超过30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跑者参赛。除了铁山坪，
在巫山的神女峰之巅，长江三峡（巫山）国际
越野赛也已经成功举办两届，吸引了不少国
际高手前来参赛。

今年，还有一个以山为主题的赛事随之
诞生。2018年巴渝十二峰越野挑战赛，将精
选重庆12个区县的最高山峰，开展系列越野
与攀登挑战赛，其中主城4峰、近郊4峰、远
郊4峰，每月组织赛事攀登一座山峰，其中就
包括重庆最高峰——巫溪阴条岭。

形式
登高花样多，吸引来非洲选手

除了以山为主题的登高赛事，如今在重
庆，以登楼为主题的登高赛事也层出不穷，花
样繁多。登山+登楼+美景，还吸引了原本只
擅长马拉松的肯尼亚选手前来参赛和体验。

在去年底举行的重庆市第三届国际登楼
大赛中，来自长跑王国肯尼亚的伊芙琳十分
显眼。目前在中国读书的她，专程来到重庆
参加登楼赛事。“我是通过朋友推荐知道了这
项赛事，我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登楼大赛，加
上知道重庆是山城，对这项比赛很感兴趣，于
是就来了。”

而在南山进行的一项越野赛中，也吸引
了两位肯尼亚选手。皮特和乔是职业长跑选
手，在中国多地参加过马拉松赛事，这是两人
第一次来到重庆，当通过现场大屏幕看到南
山时，两人十分震惊：“哇！原来重庆的山路
是这样的！我开始担心自己能否完成比赛
了！”

本报记者 包靖

2018 年第一部好莱坞大片要来
了！明日，《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
士》（下文简称《星战 8》）将正式上映。
昨天下午，重庆晨报记者在UME影城
南滨路店提前观看了该片。对于部分星
战迷来说，《星战8》可能是一部非典型
性的星战系列作品，而对于更多非星战
迷来说，《星战8》清楚交代了故事的背
景和人物，不会让观众有看前作那种云
里雾里的感觉，但片长也因此达到了
150分钟。

非典型性《星8》引发两极评价

《星战8》故事紧接前作《星球大战：
原力觉醒》，讲述了银河系中的第一秩序
计划摧毁最后的抵抗组织，正义的抵抗
者和邪恶势力展开了新一轮的对抗，而
雷伊只能独自前往寻访隐居的最后一位
绝地武士卢克·天行者，希望他能帮助对
抗第一秩序。影片一开始，就是抵抗组
织和第一秩序的一场正面交锋，面对邪
恶势力强大的无畏舰，抵抗组织只能派
出灵巧的轻型战机对抗，眼看即将灭亡
却最终以巧取胜，华丽的特效和激烈的
空战很容易就让观众进入了星球大战的
氛围之中。

《星战8》花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故
事背景和人物关系，就算是非星战迷也
能够轻松看明白，而不像前作那样看得
云里雾里。但这也引来了不少星战迷的
吐槽，很多网友都评论“简直颠覆了整个
系列的风格”，是对“电影对系列人物和
风格的践踏”。当然也有星战迷很支持
这样的改变，自称是“星战脑残粉”的观

众金先生说，“《星战8》其实是一个把
《星球大战》前作的很多经典都代入了，
是对星战的一个传承，也秉承了星战一
贯的主题，片中很多大场面其实也是在
向经典致敬。”当然金先生也认为，150
分钟的片长“对于星战粉来说，看着很过
瘾，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是一个挑战”。

1月每周都有进口大片上映

经过了贺岁档短暂的沉寂，进口电
影在今年的第一个月将强势来袭，每个
周末都会有新的进口大片上映。在《星
战8》后，1月12日，《勇敢者的游戏：决
战丛林》将上映，20多年前罗宾·威廉
姆斯的《勇敢者游戏》是不少人心中的
经典。同一天，由科恩兄弟编剧，乔治·
克鲁尼导演，马特·达蒙、朱丽安·摩尔
等好莱坞明星主演的犯罪喜剧《迷镇凶
案》也将上映。两部好莱坞大片将正面
竞争。

1月19日，除了今年第一部进口动
画片《公牛历险记》上映外，阿米尔·汗的
最新电影《神秘巨星》也值得期待。去年
《摔跤吧！爸爸》取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
丰收，《神秘巨星》由《摔跤吧！爸爸》的
原班父女阵容主演，讲述了印度少女尹
希娅突破歧视与阻挠坚持音乐梦想的励
志故事。同样的主演，相似的剧情设定，
能否再次掀起票房热？

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科幻动作惊
悚片《移动迷宫3：死亡解药》将在1月
26日上映，这将是2018年第一部北美
同步上映的好莱坞大片。

本报记者 孔令强

《星球大战8》片长150分钟 评价两极分化

刘乐来重庆是不是因为亲哥哥刘欢？重返
中超的唐佳庶有着怎样的打算？对球队新任主帅
保罗·本托的训练感觉如何？昨天下午，重庆晨报
记者对两名新内援刘乐和唐佳庶进行了采访。

刘乐：刘欢是刘欢，我是我

刘乐的哥哥刘欢是上赛季
当代力帆主力左后卫，在刘欢
转会北京国安后，刘乐加盟了
当代力帆。在谈到为何选择
来到重庆时，刘乐说：“选择加
盟重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团队
特别好，刘欢也有给我介绍。我特
别喜欢重庆这个城市，感觉特别养人。现在教练
团队换成了葡萄牙团队，我也希望尽快融入团
队。至于其他的，顺其自然就好。“至于对保罗·本
托训练的感受，刘乐告诉记者：“外教注重对抗，我
们每天的训练都会有对抗。每个教练的想法不
同，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按照教练的要求执行。”

双胞胎兄弟先后效力同一球队，两人难免被
拿来比较。说到两人的区别时，刘乐说：“我们踢
球的风格也很相似，一直在一个队，都是左脚，边
后卫边前卫，进攻上我好一些，防守上他比我稳
重。”至于哥哥上赛季的出色表现会不会让他感
到压力时，刘乐的回答带着自信，“刘欢是刘欢，
我是我。我觉得做好我自己就可以了。”

唐佳庶：除了饮食都很适应

同为根宝足球学校出品，唐佳庶
的同学中有不少人在中超已是大名
鼎鼎，包括中超本土最佳球员武
磊、柏佳骏、姜至鹏、张琳芃等。
最初登上中超联赛舞台时，唐佳
庶一度被人看好，遗憾的是前三年

一直在中甲踢球，这次重返中超，他
渴望证明自己。

唐佳庶已经在重庆待了一段时间，谈到对这
座城市的感受时，他告诉记者：“来到重庆后我都
很适应，跟上海差不多。不过饮食上还需要适应，
出去吃了两顿火锅，肚子有点不舒服，队友们说多
吃两顿就好了。”

在谈到新一年的计划时，他告诉记者：“主要
是听教练的安排，我中后卫，后腰都能踢。现在
把身体调整好，争取以最好的表现来帮助团队。”
在中甲沉浮三年后再回到中超，唐佳庶表示，“说
得不好听点，这段经历也是一种磨砺。这三年自
己的心态更加沉稳，一步一个脚印，更加踏实，更
加成熟，希望回到中超的舞台证明自己。”

图/本报记者 高科 摄

来，与两位新援面对面

这个“摩托”速度也很快

费尔南迪尼奥司职边锋或中锋，曾效
力弗拉门戈、米内罗竞技、维罗纳、圣保
罗、阿尔贾兹拉等俱乐部。在2017赛季
巴甲联赛中，他出场28次打入9球。目
前，德国网站《转会市场》对他的估价是
200万欧元。

在费尔南迪尼奥确定加盟当代力帆
后，重庆球迷将他称为“大摩托”，因为
1985年出生的他年龄比“小摩托”费尔南
多大。他的特点是身体条件出色，爆发力
强，速度快，脚下功夫细腻，和费尔南多非
常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南美解放者
杯次回合决赛中，他在中场断球后长途奔
袭，利用自身速度打入单刀球，为格雷米
奥夺冠并闯入世俱杯立下汗马功劳。在
2009赛季，他还获得过巴甲最佳新人称
号。

不过，由于今年中超联赛只允许注册
4名外援，这也意味着克罗地亚外援米洛
维奇和韩国外援郑又荣两人中必须要有
一人离队。至于谁将离开球队，俱乐部
高层表示，未来两天将宣布。

新赛季“大小摩托”两翼齐飞

别看“小摩托”在中超的名字叫费尔
南多，“大摩托”被改为费尔南迪尼奥，其
实他们两人的名字在《转会市场》的标注
都是“Fernandinho”，也就是费尔南迪尼
奥，说当代力帆有了两个费尔南迪尼奥也
不为过。当然，两人的全名还是有很大的
差距，“小摩托”的全民叫 Fernando
Henrique da Conceicao，“大摩托”的
全 名 叫 Luis Fernando Pereira da
Silva。

“大小摩托两翼齐飞，这画面实在太
美！”在俱乐部官宣费尔南迪尼奥加盟后，
重庆球迷也激动起来，感叹俱乐部引援效
率很高，也开始憧憬新赛季当代力帆的强
大攻击力。上赛季，“小摩托”费尔南多的
个人能力有目共睹，多次上演“千里走单
骑”的神奇表现。“大摩托”费尔南迪尼奥
的个人速度、脚下技术也相当出色，让当
代力帆在新赛季不论左路和右路在速度
上都有明显优势，再加上突前的中锋卡尔
德克，球队进攻火力将至少提升一个档
次。 本报记者 何艳

新赛季，看大小“摩托”一起飙车！
重磅引援！当代力帆官宣巴西球星费尔南迪尼奥加盟

昨天，当代力帆俱乐
部继续为重庆球迷送出
新年大礼！在去年南美
解放者杯和世俱杯上有
出色表现的巴西边锋、
32岁的费尔南迪尼奥正
式加盟当代力帆。由于
费尔南迪尼奥与格雷米
奥的合同已经于去年12
月31日结束，他是以自
由身加盟，不需要缴纳
中国足协规定的奢侈
税。之前，当代力帆队中
前场已经有费尔南多、卡
尔德克两名巴西队员，在
费尔南迪尼奥加盟后，当
代力帆前场将构成巴西
三叉戟。参考费尔南
多、费尔南迪尼奥和卡
尔德克三人之前的表
现，新赛季球队前场攻击
力将不容小觑。

《星战8》即将上映。

“大摩托”费尔南迪尼奥将增强前场攻击力。

人物

秀山彩民
2元中体彩大乐透648万

本报讯 刚跨入2018年的大门，重庆便
实现了开门红——秀山53009号体彩网点
一彩民在昨晚以2元成功命中体彩大乐透
648万头奖。这也是短短5天时间内，重庆
彩民拿下的第2注体彩大乐透头奖！当期开
奖结束后，体彩大乐透奖池仍高达44.43亿。

据了解，当期体彩大乐透开奖号码为前
区“12、20、23、27、34”，后区“01、06”，当期
大乐透一共开出11注头奖，其中1注头奖被
我市秀山县一彩民所擒获。当期大乐透开奖
数据显示，中奖彩票为一张2元单式大乐透
彩票，换言之，该幸运的市民只花了2元钱便
成功拿下了体彩大乐透648万大奖。

翻看近半年的大乐透开奖数据，重庆人
屡屡以小额投注命中大乐透头奖，平均单注
头奖奖金过千万。更令人惊奇的是头奖花落
重庆的速度，平均每16天就有一注大乐透头
奖被重庆人斩获，也难怪外地彩民羡慕地称

“重庆是被体彩大乐透宠爱的一座城市”。
本周六，体彩大乐透将迎来新一期开奖，

44.43亿奖池是否会助力体彩创造更多“重
庆奇迹”？下一个大奖会花落我市哪个区县
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