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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赢同城德比
武磊助西班牙人主场逆转

德甲

据新华社电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 9 日展
开第 23 轮角逐。皇家马德里客场 3:1 击败马德
里竞技，在积分榜上超越后者来到第二位；中
国球员武磊效力的西班牙人则在主场 2:1 战胜
巴列卡诺闪电。
皇马赴万达大都会球场挑战同城对手马
德里竞技，卡塞米罗、拉莫斯和贝尔的进球助
“白衣军团”在客场拿到 3 分。目前皇马以 14
胜 3 平 6 负积 45 分的成绩上升到积分榜次席，
与巴萨的差距暂时缩小到 5 分。
第 16 分钟，皇马的克罗斯开出角球，拉莫
斯头球争顶未打上力量，皮球落向小禁区边
缘，卡塞米罗倒钩破门。第 25 分钟，格列兹曼
接科雷亚传球单刀突入禁区，冷静推射得手，
将比分扳为 1:1。第 42 分钟，维尼修斯禁区内
在希门内斯防守下倒地，裁判判罚点球，拉莫
斯主罚命中，
助皇马以 2:1 结束上半场。
下半时，对战旧主的马竞新援莫拉塔在第
54 分钟单刀挑射破网，但裁判在咨询视频裁判
后认为此球越位在先。第 74 分钟，替补出场的
贝尔接莫德里奇斜传，突至小禁区左角上推射
远角得手，为皇马将比分定格在 3:1。马竞球员
托马斯在第 80 分钟累计两张黄牌被罚出场。
西班牙人本轮主场迎战巴列卡诺闪电，武
磊替补登场并为球队制造扳平比分的点球，助
球队 2:1 逆转对手。目前，西班牙人 8 胜 4 平 11
负积 28 分上升到西甲第 11 位。
阿卜杜拉耶·巴在第 33 分钟为客队率先打
破僵局。一分钟后武磊出场替下皮亚蒂。第
72 分钟，武磊带球突入禁区被对方后卫放倒，
裁判判罚点球，伊格莱西亚斯主罚命中，将比
分扳为 1:1。补时阶段，达德尔再入一球，助西
班牙人成功翻盘。
其他两场比赛中，赫塔菲主场 3:1 战胜塞
尔塔，
赫罗纳则在主场 0:2 不敌韦斯卡。

多特遭扳平
拜仁稳获胜

据新华社电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 21 轮 9
日展开 6 场较量。主场作战的多特蒙德被霍
芬海姆在 12 分钟内连入三球扳平比分；拜仁
慕尼黑主场 3:1 稳稳拿下沙尔克 04，在排名重
返积分榜第二的同时，将与“领头羊”多特蒙德
的差距缩小到 5 分。
尽管队长罗伊斯因伤缺席本场比赛，但多
特蒙德的攻击力依然火热。第 32 分钟，桑乔
同皮什切克进行二过一配合后将球射入球门
远角。上半场结束前不久，桑乔左路带球杀入
禁区射门，门将倒地将球挡出，格策轻松补射
得分。第 67 分钟，格雷罗接格策底线回传推
射破门，
将比分再次扩大。
3 球落后的霍芬海姆不言放弃，在比赛最
后时段神奇扳平。第 75 分钟，卡德拉贝克右
路传中刺穿多特蒙德的防线，埋伏在远点的贝
尔福迪尔射门得分。8 分钟后，卡德拉贝克头
球破门再扳回一城。终场前 3 分钟，贝尔福迪
尔头球攻门将比分扳平。
拜仁慕尼黑主场迎战沙尔克 04，始终掌
控着比赛主导权。第 11 分钟，哈·罗德里格斯
（J 罗）中路送出一记直塞，在同莱万多夫斯基
争抢时，沙尔克 04 后卫布鲁马不慎将球踢入
自家大门。第 25 分钟，沙尔克 04 在反击中由
18 岁小将库图楚扳回一球。但仅过了 2 分钟，
莱万多夫斯基就回敬一球，他在中路面对门将
冷静射门得分。莱万多夫斯基也由此成为首
位在安联球场攻入 100 球的球员。第 57 分钟，
格纳布里头球破门将比分定格在 3:1。
同日，门兴格拉德巴赫遭遇本赛季首次主
场失利，0:3 不敌柏林赫塔；积分榜榜尾之战以
汉诺威 96 主场 2:0 战胜纽伦堡告终；弗赖堡 3:
3 战平沃尔夫斯堡；莱比锡和法兰克福 0:0 握
手言和。

国产科幻大片

《流浪地球》
春节受欢迎

凭什么？

《流浪地球》于农历大年初一上映，在
都是中国父亲的一种共同形象。同时，这
上映初期排片和票房并不占优势的情况
些父亲都心有大我，为他人、为人类做出
下，却在其后实现逆袭，排片量和票房逐
了自我牺牲，也体现出中国人的家国情
日提升。并且收获良好的口碑，引发热
怀。作为一名父亲，这对我启发很大。”
议。据国家电影资金办统计，截至 2 月 10
河北辛集市民李海津携家人一起到
日，
《流浪地球》票房已超 19 亿元人民币。 电影院里观看后说，电影中的亲情戏份让
作为首部国产科幻大片，
《流浪地球》 他更珍视家庭，
更加懂得肩头的责任。
也为启动中国科幻影视工业奠定了基
家住广东省江门市的周颖森也认为
础。
“它实现了精准的类型控制，而且达到
这部电影符合他的期待。作为科幻迷，他
了行业很高水准，迈出了追赶好莱坞顶级
看过《流浪地球》之后，对国产科幻电影充
制作的一大步。”未来事务管理局合伙人
满了信心：
“有好的故事，加上工业化的制
李兆欣说。
作流程，
就可能出
‘爆款’
。
”
“这是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北京
同时，电影把故事架构在光年尺度和
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讲道，
“ 不仅是人
浩瀚宇宙中，用具象化的电影表现了“知
类自救，而且是和地球一起逃离的故事， 其不可为而为之”
“虽千万人吾往矣”等浪
同时，它仍然是父子故事，但父子故事放
漫主义、英雄主义的本土文化。
在了中国的血缘当中。
”
导演郭帆表示，将地球带走表现了中
《流浪地球》的核心情感是家庭。这
国人对于土地的情感，文化内核将是我们
是国人关于亲情、英雄、故园、家国的故
科幻文化的基石。
事。影片中的春节、回家等情感元素，契
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
合了春节档期的节日氛围。
究中心主任吴岩说，
《流浪地球》广受好
西安市民樊兴刚成为父亲三个月，电
评，说明中国的科幻创作正在迈入新的阶
影使他感触最深的是作为父亲的责任
段——由“单打独斗”的图书出版为主向
感。
“ 吴京、吴孟达、李光洁在电影里都是 “集团作战”
的电影制作为主转变。
父亲的角色，他们的默默付出、不善表达
在他看来，高水平的作品、受众市场

科普

电影《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
》海报
海报。
。
的培育、稳定的投资、科幻迷群体的增长
是中国科幻创作进一步发展的四大关键
因素。这种转变所反映出的全社会科幻
热情的高涨，也和中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
的整体显著进步有直接关联。
科幻作家韩松也说，科技进步促使中
国人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宇宙。
“ 中国
科幻是迅速复兴的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大
胆想象，它的征途将是星辰大海和广阔未
来。”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逐步推进，韩松
对本土科幻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吴岩表示，要保持现在科幻创作良好
的势头，不仅要从政策、投资等领域进一
步激发原创的力量，还要在青少年的科学
教育方面下功夫。
给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才
能让未来科学的浩瀚星空群星闪耀。能
让孩子们看我国文化背景的科幻电影长
大是导演郭帆的梦想。
“ 这也许可以在他
们的心中埋下一颗种子，放开他们的想象
力。”
作为电影监制，一贯谨慎小心的刘慈
欣在观看过电影后笑着说：
“ 中国的科幻
电影真的起航了。”
（据新华社）

《流浪地球》电影中的科与幻

★★引力弹弓效应
依照影片中描述的“流浪地球”计划，
人类给地球安装上万座巨大的重元素聚
变发动机，它们被称作行星发动机，推动
地球逃离年迈的太阳，飞往最近的恒星
——比邻星。
但地球是个庞然大物，平均半径 6371
公里，质量超过 59 万亿亿吨。要让它飞
往比邻星，需要脱离太阳引力，只靠人造
的发动机还不够，于是电影里让它借助木
星的“引力弹弓”。
木星体积大约是地球的 1300 倍，当
地球靠近木星时，会被其强大的引力吸
引，从而加快行进速度。由于木星也在绕
太阳公转，在天体的互相影响中，最后地
球会被木星像抛球一般抛出去，从而达到
脱离太阳系所需速度。这就是引力弹弓
效应。
引力弹弓效应不是新发现，苏联在
1959 年发射的
“月球 3 号”
探测器就利用了
引力弹弓效应。在精确计算后利用天体的
引力弹弓效应，可以在不消耗航天器本身
能量的情况下，改变航天器的速度和前进
方向，
帮助航天器抵达目标。
在人类的航天征程中，引力弹弓效应

的应用已十分广泛。首个进入星际空间
的人类探测器“旅行者 1 号”在飞离太阳
系前，就曾多次借助引力弹弓效应；
“帕
克”太阳探测器也曾 7 次借助金星的“引
力弹弓”而逐渐逼近太阳，最终成为史上
最靠近太阳的航天器。

★★洛希极限
影片中，地球由于接近洛希极限，导
致行星发动机发生故障，地球即将解体坠
入木星，
人类面临灭顶之灾。
这里提到的洛希极限是指天文学中
一个特殊的距离，如果一个天体与另一个
天体离得太近，以至于后者的潮汐力可以
将前者撕碎，这个距离就被称作洛希极
限。这个距离极限值是由法国天文学家
洛希首先计算出的，
因此称为洛希极限。
地球与木星之间的洛希极限是科学
上可计算的，但让地球靠近木星到如此近
的程度，还只能算是幻想。那电影中为什
么要靠这么近呢？
依照电影中的计划，人类原本想要利
用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如果离得太远
的话，就不能“借”到足够的力，达不到冲
出太阳系的速度。太近不行，太远也不
行，这个问题需要科学家精确的计算，也

给了影视作品发挥的空间。

★★重元素聚变发动机
科幻小说中，经常会提到解决能源问
题的终极手段——聚变。在电影《流浪地
球》中，为了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人类在
地球上建造了上万座高耸入云的重元素聚
变发动机，单个发动机通过重元素聚变能
够产生 150 万亿吨的推力。
目前人类已经实现的聚变是氢弹，它
利用氢同位素聚变释放出能量，有巨大的
威力。但氢弹的能量是爆炸式释放，目前
人类还不能实现可控核聚变，即让聚变产
生的能量平稳输出，一些相关装置还处于
实验阶段。
电影中，行星发动机的燃料不是氢，
而是石头。这不是说把石头烧成石灰，而
是石头中的重元素发生聚变，从而释放出
巨大的能量，
推动地球飞出太阳系。
这当然只是电影的想象。不过，所谓
重元素聚变并不是空想。在宇宙深处有
不少恒星“巨无霸”，内部就在进行着重元
素聚变。
在未来，人类如果能够掌握从重元素
聚变中稳定获取能量的技术，或许真能够
彻底解决能源问题。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