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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虽然俱乐部已
经改头换面，但球队还是熟
悉的面孔，队服的胸前仍是
建业的队徽。24日下午，河
南嵩山龙门队前往航海体育
场，进行了更名之后的首次
公开训练(上图）。

今年冬训，虽然建业更
名一事闹得沸沸扬扬，但球
队的备战按部就班，没有受
到丝毫影响。今年 1 月中
旬，球队在主帅哈维尔的带
领下前往海口的观澜湖基地
冬训，并在春节前返回郑
州。大年初四2月15日，队
伍在中牟基地重新集结开
训。近来，球队定期会来到
航海体育场训练。在主帅哈
维尔看来，这样的安排可以
让队员们从基地的封闭环境
中走出来，有利于调节心理
状态增强兴奋度，另外航体
也拥有更好的场地条件，有
利于技战术演练。

这个冬窗转会期，中超
受到足协一系列财务限令影
响，转会市场非常冷清。嵩山
龙门队的队容和去年相比变
化不大，在来到航体训练的
25名队员当中，新面孔主要
来自于一些内部挖潜的年轻
人，包括新晋加盟的U23内援
迪力穆拉提，以及杨国元、韩

东、刘家辉等多位从预备队上
调的新人。去年以租借方式从
广州恒大加盟的小将冯博轩也
身在其中，新赛季嵩山龙门队
有望将他正式买断。作为
U19梯队队长的杜智轩，则在
场边接受助理教练的单独指
导。通过新陈代谢，球队放弃
了杨阔、路尧、刘恒、韩轩、杜
长杰等一批球员。足见俱乐
部和主帅哈维尔在提拔年轻
人方面，下了不小的决心。

海外球员方面，舒尼奇随
队参加了训练，多拉多则因故
留在了中牟基地。目前，伊沃
和卡兰加由于一些入境手续
问题依然未能从巴西返回，俱
乐部也在积极协调，争取让他
们早日归队。

虽然气温骤降，天空飘
起小雨，但球队依然组织了
极为精细且复杂的技战术训
练，这也是为接下来的热身
赛做准备。3月1日，嵩山龙
门队将再度前往海口集训，
目前在海口的球队还有北京
国安，山东泰山、武汉队，以
及多支中甲球队。按照计
划，球队在海口将通过两周
时间进行热身赛，磨合阵容、
检验冬训成果，也让球队在4
月份中超开打之前能够进入
最佳状态。

事件还原——
“熊孩子”近距离接触《你
好，李焕英》

据报道，2月19日，河南
鹤壁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你
好，李焕英》。随着影片的播
出，多名孩子陆续跑到放映厅
银幕下方的空地玩耍，持续有
十几分钟时间。

有现场网友称，有孩子还
碰到了电影的银幕，银幕起了
一个大波纹，严重影响了观众
的观影体验。

相关视频在网上传播后，
迅速形成热点，人们议论纷
纷，“孩子不懂事，难道家长也
不懂事吗？”在公共场所要遵
守秩序，不得打扰他人，这个
道理并不复杂，为何有些家长
毫不在意、如此放任？

有相关专业的大学教授
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身属于成
年人才能看懂的影片，影院应
该杜绝未成年观众入场，“如
果有入场，影院应该肩负起管
理责任，应该及时告知相应的
监护人管好孩子。”

业内采访——
影院有权利保障设施安全

河南奥斯卡电影院线市
场策划部经理王超告诉顶端
新闻·大河报记者，这起事件
在业内也引起了讨论。首先
影院方是有权利保障影院设
施设备安全的。

其次，影院工作人员也应
该保障观众的观影权益，包括
观影过程的质量，“比如说大
家看电影时，有人打电话，或
者小孩子大声喧哗，影院是有
巡厅员的，负责巡视各个厅，
确保放映质量，保证正常的观
影秩序，这是巡厅员的主要工

作内容。”王超介绍：“在疫情
防控期间，巡厅员又增加了引
导观众在观影期间及时佩戴
口罩的任务。”

对于孩子们看电影的吵
闹，作为院线工作者，王超深
有感触.现在看一场电影普遍
在90~120分钟之间，对于6
岁以下的小朋友来讲，通常只
有15~20分钟的耐性，这是孩
子的天性。“奥斯卡院线下面
多家影城开辟了儿童游乐区，
家长可以让孩子在游乐区玩
耍，但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有
一名家长看守。”所以如果父
母带孩子来看电影，如果孩子
吵闹的话，谁做出牺牲带孩子
去游乐区是需要协调的问
题。“比如《你好，李焕英》《唐
人街探案3》这样的影片，小孩
子是很难有耐心安静看完的，
其实还是建议如果带儿童的
话，尽量选择儿童喜欢看的影
片，比如《熊出没：狂野大陆》
《新神榜：哪吒重生》这样的影
片。”

对于“成年人才能看懂，
杜绝未成年观众入场”的建
议，王超表示，目前各方都在
积极探索中，期望尽快有一个
更好的解决方案。也有业内
人士认为，现在国内院线公映
的电影并没有标明“××岁以
下禁止入内”，影院也没有权
利禁止未成年观众入场，因此
家长如果带孩子看电影的话，
从道德层面来讲，也有管教好
自己孩子的义务。

延伸阅读——
毁坏银幕要赔多少钱？

在这则新闻中，顶端新闻·
大河报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在
影院打闹的孩子碰到了银幕，也
有网友讨论，“如果孩子把银幕

戳破，家长该如何赔偿？”
据媒体报道，2020年 10

月，海南一家电影院遭遇了类
似的事情，一位家长带两个孩
子来看电影，孩子就来到银幕
面前，对着银幕拳打脚踢，对
银幕造成损害，影院向家长索
赔4万元。

一块看似平常无奇的银
幕这么贵吗？王超介绍，索赔
4万的银幕估计就是最基础的
纯白银幕，现在很多影院采用
的能适合3D电影放映的金属
银 幕 造 价 会 翻 倍 ，至 于
IMAX、中国巨幕、终极银幕
这样的银幕如果遭到损坏，那
就更是天价了。王超说：“不
只是单个银幕的成本问题，还
会影响到正常的电影放映工作，
每家影城的每一块银幕都根据
这个厅的大小量身定制的，没有
十天半月的制作周期是换不下
来的，这还得是影城长期合作的
银幕厂家，银幕的尺寸在厂家有
备案。以前的银幕是留有维修
黑边的，就是遮幅银幕，影院的
放映师傅可以进行维修，但现
在遮幅银幕越来越少，大部分
都是宽幅银幕，所以维修、更
换的成本很高。”

据报道，2018年1月初，
天津市的第一块IMAX银幕
被划破，当时预计损失为数十
万元，因为要从加拿大运输银
幕过来，整个维修周期约为三
个月，这块银幕于2009年10
月30日正式启用，高13米，宽
21.5米，面积是一般电视屏幕
面积的4500倍，是亚洲最大
的数字IMAX巨幕，值得一提
的是，这是天津市的第一块
IMAX银幕。

所以，不管是从道德素质
还是经济损失的角度，家长在
电影院都请务必看好自己的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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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影院亲近“李焕英”引热议
儿童银幕前玩耍影响观众观影，碰坏银幕还要赔大钱，影院呼吁家长看好自己的孩子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峰

近日一则发生在电影院的新闻被刷屏。
几个熊孩子在正在放映电影的影厅前面玩耍，还碰到了银幕，严重影响了观众的

观影体验。
消息一出，迅速引起了人们热议，很多网友吐槽看电影时遇到小孩儿大声吵闹的

情况。有网友认为家长务必肩负起监护责任，管好自己的孩子。也有专业人士认为
未成年人看不懂的电影，影院应该杜绝未成年观众进场。对此，顶端新闻·大河报记
者采访了影院相关人士，发现安静看电影和管孩子如何两者得兼，影院一直在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碰坏银幕，家长需要承担的赔偿比想象的要高得多。

嵩山龙门队更名后亮相
看看球员发生了哪些变化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文图

几个孩子在正在放映电影的影厅前部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