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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古装剧凉凉的
不是
“限古令”
而是……

中国队球员谭龙（下）在比赛中受伤倒地。
新华社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2013 年广电总局就曾规定古装题材每月和年度播出的总集数都不
得超过总数的 15%，
原则上两部古装剧不能接档播出。2018 年，
《如懿
传》
《烈火如歌》
《独孤天下》等因
“限古令”
纷纷由台转网，
然而随着台网
审查标准逐渐统一，
古装剧投奔视频平台播放的退路也被阻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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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这成绩实在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自上一届中国杯排名垫底之后，中国队再次以两战皆墨的成
绩位列最后一名。中国杯举办三届以来，中国队尚未在常规时间
内赢过一场比赛。
3 月 25 日，中国杯三四名决
赛在国足与乌兹别克斯坦队之
间展开，最终国足 0∶1 告负，以两
连败且一球未进的成绩结束了
本届中国杯征程。全场比赛，国
足仅有两脚射门，表现如同一盘
散沙，以中国杯为起点的国足新
周期，前景一片暗淡。
首战输给泰国之后，国足和
主帅卡纳瓦罗陷入了严重的信任
危机。此役，卡纳瓦罗改变了自
己擅长的 442 阵容，而是又拾起
了师傅里皮的 433 老套路。同
时，
国足进行了一定的轮换，
高准
翼、何超、张修维、韦世豪这些 95
年小将都迎来了首发机会，这套
新老搭配的人员构成，基本上也
是国足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大框
架。然而，面对实力更强的乌兹
别克斯坦，
国足只有招架之功，
毫
无还手之力。赛后技术统计显
示，
国足控球率 43%对 57%落后，
射门 2 次零射正，对手 14 次射门
4 次射正，
传球次数 467 次远远落
后于对方的 681 次……从比赛过
程和结果都传递出清晰信号：年
轻人暂时还挑不起大梁。全场比

赛，
国足传接球失误频频，
看不到
任何像样的进攻，只有两次毫无
威胁的射门。而乌兹别克斯坦越
打越有自信，多次在国足禁区内
完成精妙配合，如果对手把握机
会能力再强一些，国足恐怕会遭
遇一场惨败。
两场中国杯，国足连续输给
泰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 临时主
帅”卡纳瓦罗交出这样一份成绩
单，很难得到中国足协认可，正
式接手国足的愿望恐怕将成为
泡影。而抛开主帅问题，9 月卡
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就要
开打，眼下这支国足到了新老交
替的关键时期，但年轻球员的个
人能力是硬伤，也难怪里皮亚洲
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也要带
着一帮老将出战。此役，国足的
失球就是来自于高准翼的失误，
何超、张修维在中场攻守两端的
发挥差强人意，而韦世豪背后飞
铲对方球员，直接导致其重伤下
场，让国足背上了输球还输人的
恶名。接下来，不管卡纳瓦罗继
续带队还是另请高明，国足都是
一个烫手的山芋。

历史总是相似的

再负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杯又垫底

近日，
一张截图再次引发影视
行业的震动，
网传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将出新规，
今年上半年网播
剧包括武侠、玄幻、历史、神话、穿
越、宫斗等题材在内的古装剧、大
电影都限制播出，
正在播出的撤出
首页，
未播出的择日再排。
虽然没有相关部门证实该传
言的权威性，但从市场表现来看，
各 网 站 都 纷 纷 行 动 。 3 月 21 日
晚，原定于 3 月 27 日播出的古装
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宣布暂时
撤档；
《东宫》、2019 版《倚天屠龙
记》等热播剧从视频网站首页推
荐列表上移除。与此同时，
《长安
十二时辰》
《九州缥缈录》
《陈情
令》等原定今年第二季度播出的
古装剧也有可能被波及，另外《孤
城闭》
《天下长安》
《庆余年》
《大明
皇妃》这些待播的古装剧命运如
何？目前尚不明朗。
事实上，对古装剧的“限制”
首先出现在市场方面，今年第一
季度，登陆全国各大卫视的古装
剧数量锐减，只有《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
《招摇》
《小女花不弃》
等，其余很多古装剧都被分流到
了视频网站。据统计，从 2 月份
开始，无论是备案还是开拍新剧，
古装剧都大幅度下降，广电总局
公布的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
公示，2 月份报备的古装剧，只有
11 部，相比于 2018 年 2 月的 23 部
同比减少 52.2%。在今年 3 月初
举行的上海电视剧制播年会上，
“古装剧遇冷，当代题材剧大热”
也成了业内的共识，2019 年，献礼
剧将成为国内电视剧市场的刚
需，而那些沉迷于宫斗权谋的古
装剧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冷。
从古装剧的发展来说，由于

政策调控和观众层次分化，如今
网络视频平台的重要性已经远远
超过了电视台的播出，越来越多
的古装剧都在追求所谓网感，在
此思维的支配下，宫斗、玄幻、爱
情已经成了大部分古装剧的要
素，名著改编、翻拍和网络爆款小
说几乎成为古装剧题材的三大来
源。古装剧的质量、口碑和演员
表演却屡遭观众差评，制作上的
急功近利和不用心自然导致“古
装剧”被观众淘汰。眼下《都挺
好》等家庭剧的热播也表明无论
任何年龄阶段的观众，口味不是
单一的，但剧集的质量和口碑一
定是观众的观剧选择风向。
在演员选择方面，古装剧的
流行使得流量演员开出天价片
酬，但随着多部古装剧的播出并
未达到理想效果，使得流量演员
的性价比也每况愈下，同时观众
也回归理性，不但文艺鉴赏能力
提高，对好剧、好剧本和好演员也
有了自己的标准，这种市场的变
化也促使影视创作者转变了创作
导向，同时为实力派演员迎来事
业第二春提供了良好契机。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古
装剧并不会被一棒子打死，编剧
王海林就认为这一轮古装剧严控
针对的是宫斗、奇幻和架空类型
的剧，而现实主义风格的历史正
剧是不可能被限制的，这也和一
直以来的“反戏说、反宫斗”调控
思路相一致，只是现在的古装剧
都陷入了“古装玄幻言情剧”的定
向思维泥沼中，优秀的古装正剧
寥寥无几。
之后古装剧和现代剧之间的
博弈将何去何从？最终要靠观众
的口碑来投票。

其他新闻

郑开马拉松的跑友
周四领物料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3 月 31 日，2019 郑开国
际马拉松将在郑州郑东新区鸣枪。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赛事组委会
获悉，目前赛事报名已全部结束，物料
领取工作将从本周四开始。3 月 25
日，2019 郑开马拉松战略合作签约发
布会在郑州举行。
以
“双城有爱，
一生一世”
为主题的
第十三届 2019 郑开国际马拉松赛是一
场一生一世的马拉松，
为了给跑友带来
新奇的跑马体验，
本次马拉松在奖牌设
计上别出心裁，向全社会征集创意，第
十三届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奖牌设计与
第十四届相结合，
两枚单独的精美奖牌
合到一起就是一枚新的合璧。同时，
为

扩大马拉松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
由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体育局主办，
郑开马拉松承办的河南省首届郑开马
拉松少儿绘画比赛已于 2019 年 1 月举
行。此外，
郑开马拉松还和中国摄影家
协会联合主办了“2019 郑开国际马拉
松赛摄影大赛”，专业的摄影家会用镜
头记录跑友的赛场英姿。
在昨日的签约仪式上，河南省田
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姚海涛、河南省
商业行业协会会长何宏剑、郑开马拉
松执委会赛事总监施亮为各签约单位
授牌。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一
场盛大的春日庆典即将上演，本周日，
49000 人将跑进这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