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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这几天，贾樟柯凭借一己之力把“平
遥国际电影展”送上了国内电影圈的焦
点位置，原因无他，只因在第四届平遥国
际电影展结束之际，他突然宣布退出，以
后的平遥影展将交由政府接管。

消息一出，四座皆惊。皆因平遥影
展与贾樟柯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2017 年，平遥影展第一次在平遥古
城举办，在县城举办一台国际级别的影
展不容易，从政府关系，场地的选址和安
排，国内外电影人的邀请，选片，以及当
地工作人员的培训，平遥影展都是一切
从零开始的。之所以能够在四年时间内
成长为成熟的国际电影展，这与贾樟柯
和其团队的经验分不开的，但也由于其
民间性质，这四年来都是以“影展”命名，
而不是冠以“电影节”的名头。

这四届平遥影展中挖掘了不少电影
新人，比如第一届最佳导演获得者、《骑
士》《无依之地》导演赵婷，《热带雨》导演
陈哲艺，白雪导演的《过春天》，霍猛导演
的《过昭关》等，这些电影由平遥影展发
掘，是当年度国产文艺片中的代表作品。

关于为何离开平遥影展，贾樟柯并
没有解释太多，他只是说电影展是一代
代人往下办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早离
开，早培养新的团队，让新的团队接手，
让平遥国际电影展摆脱贾樟柯的阴影，
让它获得独立的生命力，这是非常急需
的。因此，我们选择在它强壮的时候离
开。”贾樟柯还表示，“我觉得未来新的平
遥国际电影展团队如果说有一种精神能
够传递的话，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支持本
土电影，因为毕竟是在山西做的电影展，
不能忘了这个土地。我希望我以后会是
一个观众，我会提前定票，提前关注平遥
影展入选了什么影片，能来参加尽量来
参加，我非常想看电影，我四年电影节几
乎没看过电影，我想回归到一个观众。”

这几天，不少媒体都在有意无意点
出“贾樟柯是否与当地政府闹崩了”，不
过据媒体报道，平遥当地政府相关人员
透露，事先贾樟柯并没有与相关部门沟
通，就自己宣布退出了，目前还没有确定
谁来接管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贾樟柯退出平遥
影展的真实原因尚未得知，再妄加猜测只
能徒增一地鸡毛。值得关心的是，缺失贾
樟柯的平遥影展还能保持它的特色吗？

河南啥时候能有人进国家队？

对于即将到来的全国锦标赛，
李矛幽默地称之为“这次就是让队
员们到赛场上看看，找找感觉，成绩
嘛，不垫底就可以”。

有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要求那
么低，而不是让队伍拼命往前冲？

李矛笑道：“咱的队伍刚成立，
还是一个新兵，并且这一年多基本
上没参加全国比赛，现在要做的就
是先适应一下赛场气氛，找找赛场
上的感觉，看看自己和别人的差
距。”

去年5月份成立之后，队伍只
参加了一场二青会，对羽毛球圈内
人士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今年的锦标赛才是检验各支队伍实
力的试金石。

鉴于自身的真正实力，李矛才
谨慎提出了目标——不垫底。

不过，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
一步，在李矛的规划里，河南队未来

是要有人进入国家队的，从而带动
全队水平一路提升。

“按照周期来看，咱们这批队员
基本上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才会
见成效，明年西安全运会肯定不行，
之后的那一届，应该就是我们收获
的时候了。”李矛说，“现在不用急，
只要时间上去，精力上去，一定会出
成绩，大有希望。”

谌龙是明年奥运会的
最大保障吗？

作为谌龙在国家队的主带教
练，62岁的李矛对31岁的谌龙寄予
了厚望，“他现在状态不错，优秀运
动员的自律性还是很好的。”

2019年，李矛重返国羽后，负
责谌龙的训练指导，向东京奥运会
发起猛攻。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的谌龙，状
态已有回落势头，甚至有人猜测他

已经不再是东京奥运会的核心球
员。李矛接手之后不久，谌龙在技
术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可以说，在最
关键的时期，李矛对谌龙起到了最
重要的作用。谌龙在之前世界羽联
巡回赛时，采访中特意提到了给他
很多帮助的教练李矛。

在李矛的指导下，谌龙也变得
越来越霸气，他已放出豪言：“2016
年里约奥运会之前，我没拿过奥运
金牌，我渴望奥运金牌，我想拿到奥
运金牌，最终我拿到了，2021东京
奥运会，新手辈出，对手变强，更激
起了我的欲望，只要自己还想拿奥
运金牌，就一定会全力以赴，我没有
对手，最大的‘对手’是自己！”

当“亲儿子”遇上“养子”，
李矛咋办？

近期热播体育主题电影《夺
冠》，里面有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情
节，郎平作为主教练率领美国队在
北京奥运会上击败了中国队，遭到
一些球迷的指责。

对于这一幕，虽没有看过这部
电影，但李矛仍深有感触，谈及自己
执教马来西亚以及韩国队的经历，
他还分享了自己到马来西亚执教李
宗伟的一些趣事。

第一次见李宗伟，李矛就要求
李宗伟改变训练方法和侧重点，减
少运动量，着重训练技巧和动作，但
李宗伟对此很是怀疑，甚至自己还
会偷偷去跑步拉体能。

因为这个“信任感”，最后足足
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李宗伟才接受
了新的训练方法，成绩也很快有了
提升。李矛说，“我带了李宗伟两
年，2004年底刚带他时他的世界排
名在十几名，到2006年已经是世界
第一了。”

说到带国外队伍与中国队隔网
相抗的感受，李矛低头沉默了几秒
钟，缓缓地说：“体育是无国界的，运
动员和教练员都一样，都是为了参
加比赛，作为中国人，谁都想代表中
国。2004年雅典奥运会，我带韩国
队，三名队员中有两名都击败了中
国队员，那一次可以说是对中国羽
毛球队一次比较大的打击。其实，
中国队员对我来说像是‘亲儿子’，
外国队员像是‘养子’，虽然我的队
员赢了，但是我的心情很复杂。”

不过，幽默的李矛话锋一转，又
嘿嘿一笑说：“别的国家队肯请我，
还是说明我们中国人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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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羽毛球何时能崛起？5年以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实习生 张康 文 记者 张琮 摄影

10月26日，全国羽毛球锦标赛将在陕西宝鸡举行，河南队23
日即将启程前往赛场，队伍这两天进入了赛前的最后备战阶段。

2019年5月19日，河南省羽毛球队在时隔40年后重新组
队，出场就是一副豪华的阵容——曾培养出董炯、孙俊、李宗伟带
到世界第一的羽毛球名帅李矛担任河南省羽毛球队总教练，男单
世界最高排名12位的马来西亚一流男单选手、马来西亚国家队前
教练杨佳傧担任河南省羽毛球专业队主教练。

如今，一年多过去了，这支队伍怎样了呢？李矛这位全球顶尖
教练又欲将河南队带向何方？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

贾樟柯退出平遥影展
留下的不止一地鸡毛

李矛：河南省羽毛球队刚成立，这次参加全国锦标赛先适应一下赛场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