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30000报料热线：

16 2018年1月30日 星期二 责编 李少平 校对 李琳红娱体

本报地址：九江市南湖支路17号 邮编：332000 电话：总编室 8570222 发行中心 8550080 广告部 8581387 8567868 广告经营许可证：九市广登第1703号 零售价：1元 九江日报社印刷厂承印

60届格莱美
火星哥获7奖成赢家

新浪娱乐消息 北京时间 1月 29日
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2018年第六十届
格莱美音乐奖颁奖礼刚刚结束，火星哥
布鲁诺·马斯（Bruno Mars）一共收获了
包括“年度最佳专辑”，“年度最佳单曲”
在内的七项大奖，成为本届格莱美的最
大赢家。在火星哥所获的七项大奖中，
有三项都来自综合类，在与当红饶舌歌
手肯德里克·拉马尔的竞争者中，火星哥
无疑是赢家，拉马尔只在嘻哈分类奖项
和音乐录影带奖中有所斩获。

时隔十五年之后，格莱美音乐奖的
颁奖礼终于从洛杉矶回到了纽约，英国
喜剧演员、主持人詹姆斯·柯登（James
Corden）连续第二年主持格莱美音乐奖
的颁奖仪式，去年，他接替了说唱歌手
LL Cool J，首次担任格莱美音乐奖的主
持 人 。 为 了 支 持 好 莱 坞 女 权 运 动
#TimesUp，多位明星佩戴了白玫瑰出场，
这其中包括Lady GaGa，卡米拉-卡贝罗
（Camila Cabello），麦莉·塞勒斯和萨
姆·史密斯（Sam Smith）等。

费德勒演绎
新传奇新传奇

当费德勒拿下最后 1 分，他双手上
举，然后俯身试图抑制感情的爆发，但西
里奇却对最后 1分提出了挑战。“我当时
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听到观众们开始击
掌。我想难道比赛还没有结束吗？是我
庆祝的太早了吗？难道是我的球出了
界？”夺冠的情绪都酝酿好了，却突然被这
样一个插曲打断，费德勒却并不怪西里
奇。“我觉得他应该挑战，设身处地地想，
如果他不挑战，事后可能会想：我是不是
因为太在意礼貌而输掉了一场比赛？”去
年澳网夺冠的最后1分，与费德勒对决的

纳达尔也曾提出挑战，但这次和那次不
同，这一次费德勒具有明显的争冠优势，

“我当时的感觉非常好，因为当时小分是
40比 0，局分是 5比 1，所以我非常放松。”
费德勒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就像两
次庆祝夺冠一样。”

尽管情绪被打断了，可拿到奖杯的费
德勒还是激动地哭了出来。“我不知道该怎
么告诉大家我当时的感受。”他说，“当我举
起奖杯后，我真的很激动。当我开始想该
说些什么时，每一个我想说的话题都让我
激动，到最后我感觉这就像是一个聚会。”

20第 个大满贯奖杯

只用时3小时3分钟，今年
澳网男单2号种子、卫冕冠军费
德勒28日晚以6比 2、6（5）比
7、6比3、3比6和6比1力克赛
会6号种子、克罗地亚人西里
奇，赢下了个人第六座澳网男单
冠军奖杯，总第20个大满贯单
打冠军头衔，将自己职业生涯大
满贯决赛的战绩改写为 20胜
10负。男子网坛世界第一人上
演一出当代网坛的新传奇。

当费德勒经过罗德·拉沃尔球场挂满
名宿先贤的球员入场通道时，他试图让紧
张的自己放松下来，甩了甩胳膊，想要测试
一下肱二头肌是否充满了能量。接着他
轻松地入场，就像一次平常的散步一样。

正向的心理暗示给了费德勒积极的
回应。西里奇开始阶段显然更紧张，因此
第一局他就搞砸了。30平后，他的第二

发球被费德勒直接一个反手直线打了回
来，克罗地亚人完全没有反应，就这样送
出了第一个破发点。接下来的一分，西里
奇的回球被叫出界，尽管他挑战鹰眼成
功，但随后面对一次近网高压机会却打丢
了，就这样被破掉了发球局。事实上，克
罗地亚人在首盘前四局只拿到了可怜的
4分，仅抵抗了24分钟。

第一盘的顺利反而增加了费德勒的
压力。第二盘第二局，费德勒一度以 15
比 40面临两个破发点，虽然经过一番努
力最终保住，但场上的气场已经有所转
变，西里奇明显从紧张情绪中缓过来了。
这一盘的第三局，克罗地亚人以 40比 15
拿到两个局点，经过 4次平分的拉锯，西

里奇用了9分多钟保住了这一局，这成为
他本场比赛“心态开关”的第一个节点。
此后他更多地给费德勒反手增加压力，迫
使费德勒反手的非受迫失误增加，两人打
到了抢七局，最终西里奇扳回一盘。费德
勒赛后承认“丢掉第二盘，完全是因为我
的紧张所致”。

第三盘第六局，西里奇的手感非常
差，失误很多，0 比 40 送出三个破发点。
克罗地亚人虽然救回一个，但被费德勒随
即破发，局分也变成了费德勒 4 比 2 领
先。第十局瑞士人直落 4分拿下发球胜
盘局，盘分变成了2比1。第四盘第一局，
一切继续在向着有利于费德勒的方向发
展。不过随着比赛进行，费德勒的状态却
再次出现了起伏。他的非受迫失误增加，
反手不再像第一盘时那么锐意进取，其结
果是西里奇第四盘第六局连下 4分完成
了回破。双方局分战成 3平。随后局面

开始倒向西里奇，第八局费德勒的一发成
功率出现问题，虽然瑞士人救回两个破发
点，但面对越打越好、自信心增长的西里
奇，费德勒错过了局点机会后，在破发点
第三次出现时遭到破发。接下来是西里
奇的发球胜盘局，他连得4分将盘分扳成
2比2。不过，费德勒毕竟是天王级高手，
他已无数次地经历了这种过山车一样的
心情与起伏。决胜盘他又找到了自己的
节奏，重新打出了属于冠军的网球，并最
终拿下了胜利。他说：“我认为今晚经验
帮助了我，我也有些运气。”

开局顺利 西里奇更加紧张

峰回路转 费天王的压力来了

虽有反复 好在结局是好的

最后时刻 天王欢庆了两次

如果说沃兹尼亚奇在澳网女单夺冠见
证了一个丹麦童话，男单决赛五盘大战则缔
造了一个瑞士王朝，费德勒已经用自己的芳
华造就出一个伟大的时代。

本次澳网前最大的看点就是费德勒的
20冠。在纳达尔因伤退赛、焦科维奇爆冷出
局的背景下，瑞士天王没有让支持他的球迷
失望。“感谢所有球迷，你们坐满了球场，这
让我紧张，但也促使我‘走出去’、坚持训
练。”颁奖仪式上，费德勒的动情致辞感染了
所有人，也用他司空见惯的优雅向一切美好
致敬。从平凡到巅峰、从巅峰到坚守、从坚守
再到伟大。1998年开始职业生涯的费德勒不
知不觉已经在网坛征战20载。自2003年温网
拿到第一个大满贯，费德勒便开始真正开挂
人生。2004年至2007年属于费德勒赛场上最
甜蜜的时期，四年一共夺得11个大满贯和13
个大师赛桂冠，其中2006年总战绩更是达到
惊人的92胜5负。此时桑普拉斯和阿加西等
老一辈天王离去，新生的纳达尔初出茅庐，让
费德勒有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寥。

随着纳达尔和焦科维奇的崛起，费德勒
在赛场上的地位受到挑战。2008 年温网输
给纳达尔后，他失去保持许久的世界排名第
一，但一年之后他就以两个大满贯重返第
一。赛场上的垄断可以彰显统治霸权，失意
时的坚守更能迎来尊重。大满贯数字从 17
变成18相距太远，将近5年时间颗粒无收曾
让外界一片质疑：激情依旧还是无欲无求、
专注力不再还是动力不足？这恐怕只有费
德勒自己知道。从他在休假时仍不忘找对
手练球来看，他对网球的痴迷恐怕难有对
手。恰恰是这种执着，让他长期站立在网坛
的巅峰，成就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没有之一。

早在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费德勒曾
道出自己职业生涯的终极目标是夺取至少
20个大满贯。彼时他刚拿下澳网，那也是自
己的第16座大满贯。时隔八年，费德勒终于
圆梦，更让球迷欣喜的是，即将年满37岁的
他丝毫没有退步的迹象，技术更加细腻全
面，更加从容。

从去年以来，更加注重训练和征战科学
性，让费德勒战胜伤病和年龄。在比自己还
小好几岁的纳达尔、焦科维奇、默里等人纷
纷受困于伤病之时，他却如一棵常青树，又
发新枝。这位被称为人生赢家的绅士，继续
以自己的球技和人格魅力，吸引更多人关注
到这项运动中来。竞技体育的魅力是竞争，
竞技体育更没有永不谢幕。(据新华社电)

费德勒的芳华与时代
评
论

1月28日，费德勒在颁奖仪式上亲吻奖杯庆祝。（新华社 发）

《中国诗词大会》
春节再见面

《北京晚报》消息 2018年，央视科教
频道将全面改版，把教育、健康和生态文
明宣传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日前举行
的节目推介会上，宣布《中国诗词大会》
第三季将在春节如约而至，此外《百家讲
坛》、《读书》、《探索·发现》三大文化栏目
也将全面改版。

推介会上公布的2018年的节目安排
中，一批全新的科技类节目将陆续开播，
《科学总动员》、《解码科技史》、《创新一
线》、《飞向火星》、《科技盛典》等，通过寓
教于乐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展示科技
成果。据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介
绍，2018年科教频道将实施全面改版，提
升《健康之路》、《自然传奇》、《地理·中
国》等栏目的服务性和贴近性，扩大《绿
水青山看中国》、《寻找最美教师》、《寻找
最美医生》等特别节目的影响力和传播
力，拿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作品。

好莱坞小鲜肉难敌印度大叔
《迷宫3》首周被逆袭

新浪娱乐消息 上周五，《神秘巨星》
因《移动迷宫 3》，排片从 15.5% 降到
18.9%，单日票房锐减到 2818万，沦为第
二名。随后，在排片依旧不占优势的情
况下（19.9%），《神秘巨星》凭借更高的场
均人次（29人），拿下 4411万，虽然仍是
第二名，但票房差距在极幅缩小，仅比第
一名的《移动迷宫 3》少了 300多万。周
日，《神秘巨星》再接再厉，在排片不占优
势的情况下，逆袭《移动迷宫3》，以近300
万的优势重新登上单日冠军的宝座。《神
秘巨星》上映 10天，累计 4.17亿，继续稳
坐周榜冠军，印度大叔阿米尔·汗的票房
号召力果然不容小觑。

相比之下，《移动迷宫3》的票房则有
些差强人意，首日5209万，首周3天累计
1.36亿，和系列第二部基本持平。目前，
该片微博大众评分 7.8，V 淘推荐度仅
27%，豆瓣评分 5.4，目测后续还会下跌，
口碑不占优势，票房续航能力让人担
忧。

在印度大叔和好莱坞小鲜肉肉搏之
时，华语片《无问西东》不紧不慢，始终维
持单日票房榜第三的位置。上映17天累
计突破6亿大关，成为近期华语片中跑得
最稳的一匹黑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