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情的5分钟

建业与大连阿尔滨的这场比
赛，是唐尧东和马林这两位辽宁
籍主帅在中超的第五次交手，师
出同门的他们对于彼此可谓知根
知底。相比刚刚接手大连队的马
林，已经带队一年多的唐尧东基
本上完成了对球队的绝对掌控，
能够彻底贯彻主教练的战术意图
也让建业有了先发制人的先决条
件。

在连续给了两场比赛的机会
后，老唐终于对依然没能找到进
攻 节 奏 的 外 援 拉 斐 尔 失 去 了 耐

心，最后时刻火线加盟的牙买加
国脚约翰逊终于得到了首发的机
会。依靠出色的身体素质和积极
的跑位，约翰逊在整个上半场搅
得阿尔滨的后防线人仰马翻，几
次不错的策应也得到了队中大腕
儿马里亚诺的肯定，不时向自己
的这位美洲老乡竖起大拇指。

只可惜进攻犀利的主队却总
是与进球失之交臂，实际上在卡
通戈走后，有着不错攻击力的建
业一直缺少完成最后一击的绝对
杀手，这方面无论马里亚诺还是
尹鸿博都要欠缺一些。幸好这次
的对手大连阿尔滨后防存在不少
的漏洞，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

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刚刚获得
主力位置的约翰逊就头球建功。
紧接着，下半场刚一开始，建业就
由黄希扬用一记漂亮的远射再次
轰开了对方的球门，如果不算中
场休息时间的话，可以说建业在
短短 5 分钟之内连入两球。眼看
胜利在望，现场的建业球迷兴奋
不已，在DJ的带领下，看台上的人
浪一波接着一波。

糟糕的5分钟

只可惜主场球迷高兴得有点
早了，中超毕竟不是中甲，更何况
对手阵中还有于汉超、于大宝这

样的国字号快马。当伊拉克国脚
阿克拉姆因伤被换下场后，放弃
了场上节奏的大连阿尔滨开始利
用简单的快速突破“硬吃”建业的
防线。于大宝、于汉超以及外援
布鲁诺的交叉换位，再加上克罗
地亚国脚本科的居中策应，疲于
奔命的建业后防很快就出现了漏
洞。从第 61分钟到第 65分钟，同
样是短短 5分钟内，大连阿尔滨就
由本科和布鲁诺连下两城扳平了
比分。

从 2∶0 领先到最后 2∶2 被逼
平，即将到手的 3 分这样丢了，让
建业主教练唐尧东很是遗憾。在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自

己的球队只踢了 70 分钟好球，而
且他还透露了自己中场休息时的
战术布置，要求队员们多控制球
来消耗对手的体力，显然在这一
点上老唐有点失算了。

实际上从下半场最后 20 分
钟的比赛来看，真正被耗尽体能
的反倒是建业，即便是唐尧东连
续进行换人调整，依然没能改变
被 对 手 压 着 打 的 局 面 。 大 连 阿
尔滨的主帅马林赛后也表示，自
己的球队发力有点晚了，直到两
球落后才找回了自己的节奏，能
够扳平比分他很满意，但从 90 分
钟 而 言 ，球 队 还 有 要 改 进 的 地
方。④11

影院排片表上的蹊跷

电影院的排片表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
些不怎么好看、甚至口碑差的电影排片很多；而一些
有思想、有深度、有艺术品位的文艺片排片却很少。
面对这种现象，不少观众和电影人发出质疑：“到底是
观众在选择电影，还是影院在替观众选择电影？”3月
19日，记者在河南奥斯卡院线提供的排片表上看到，
每个月上映的新片都有将近 20部，其中不乏在影院

“一日游”的影片，这些影片并非都是“烂片”。
以刚刚过去的 2 月份和 1 月份为例，2 月底的

《李可乐寻人记》是一部小制作的喜剧片，在影院刚
上映一天就下线了；1月份的影片中由周润发、谢霆
锋主演的《澳门风云》是一部制作精良的佳作，但排
片量明显不足……

片方也对影院的排片耿耿于怀。抛开媒体宣传
和广告，能左右观众选择观看影片的核心元素就是
影院的排片表。如果一部电影一天只排一场，这样
的片子票房肯定好不了。

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影院的排片数量？

都是“体验式消费”惹的祸？

“影院排片以市场为导向，观影人数多的影片自
然场次多。”河南文化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健
说，影片排片量是随机调整的，以《爸爸去哪儿》为例，
影片预测的排片量是 25%～30%，上映后却异常火
爆，观众反响强烈，影院立即将排片量增加到了 40%。

他认为，影院排片还是以满足观众的需求为根
本。以全球四大电影节获奖影片为例，这些影片引
入后，影院一般都会力挺，但最终选择权还在观众手
中。如果排片量很大，但没有观众，影院也吃不消。

刘健说，观众到影院的消费有两种：内容消费和
体验消费。《白日焰火》《悲惨世界》这类影片是内容
消费；而《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变形金刚》《机械战
警》等属于体验消费。他说，现在观影的主力军是年
轻观众，而年轻观众更喜欢“体验式消费”，《小时代》
的高票房和《斯大林格勒》的“没人看”就是明证。

“奥斯卡院线也引导过观众。中州影院曾举办
过‘文艺片月’活动，但效果并不好，没有多少观众来
看。”刘健说。

市场是可以引导的

基于上述情况，业内人士对电影院线中艺术片
生存空间的被挤压表示担忧，同时大家也为好电影
的生存寻找出路。

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专家指出，电影院线的经营
者不可能不考虑市场的需求；但电影毕竟是文化产
品，具有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
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不能一味地迁就某些消费者的
趣味。从整个电影业的发展来说，我们需要制作那
些既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又有具
有很高艺术水平和观赏价值的好电影。从经营策略
上说，我们要在院线的布局上，实现多元化，分出不
同层级、不同层次，正确地去引导观众。要知道，在
电影的消费人群中，还是有相当的一批人是追求高
境界、喜爱高雅艺术的。

同时，也有相关人士建议，政府要给那些坚持放
映高品位电影的影院一定的补贴，去扶持艺术片，采
取降低票价的形式吸引观众，并培育市场。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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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马年央
视春晚舞台上，开心麻花的小品《扶
不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3 月
22日、23日，在郑州观众的期待中，
开心麻花代表剧作《乌龙山伯爵》亮
相河南人民会堂。

“很搞笑，很‘可乐’，台词贴近
当下的生活。”“不错，每隔两三分钟
就有一个笑点，包袱很密集。”接受
记者采访时，不少观众表达了他们
对这部话剧的喜爱。

《乌龙山伯爵》是开心麻花剧团
的经典剧目，讲述了一个没房、没
车、没相貌、没存款、没工作的青年，
三十岁生日那天意外得到了一百万
美元的支票。即将成为百万富翁的
他尽情遐想日后的富贵，却遇上了
不靠谱的银行经理和更不靠谱的一
群劫匪。他被误认为是通缉犯而被
逼上乌龙山，开始了一连串爆笑的
自我救赎和复仇计划……该剧笑点
成串、包袱横飞，逆转剧情跌宕起

伏，完美体现了“把智慧与快乐拧成
舞台剧”的开心麻花精神。

《乌龙山伯爵》自 2010 年上演
以来，已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城市
巡演了 200多场。此次郑州站演出
中，该剧还加入了许多新的流行热
点和河南元素，一句“给你来杯胡辣
汤吧”，令河南观众备感亲切。

谈到开心麻花剧团一路走来
的成功之道，北京开心麻花娱乐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亮表
示，开心麻花的作品一直坚持贴近
观众的理念，反映的多是小人物的
喜怒哀乐，这应该是受大众欢迎的
根本原因。例如这次来郑州演出
的《乌龙山伯爵》，讲述的就是一个
普通人的生活遭遇，观众有可能在
主人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产
生情感共鸣。“只有贴近观众，贴近
时代，从生活中打捞‘活鱼’，才能
创作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
说。④4

本报讯（记者陈 元）记者从省水上运动
管理中心获悉，2014全国春季赛艇锦标赛 3月
14日至 18日在浙江千岛湖举行。我省选手在
比赛中取得了预期的成绩，刘航／李杰获得
2000 米男子双人单桨冠军，吕扬获得女子
2000米单人双桨第 4名，王杰获得第 5名，以
上 4名队员通过了国家队第二阶段选拔，进入
下一阶段国家队正式编制，将积极准备今年
的世界杯第二站和亚运会、世锦赛的比赛。

本次比赛设有两个大项共15块金牌，不仅
检验国家赛艇集训队的冬训及高原训练效果，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阶段的陆上及水上的综合
测试，为国家集训队“瘦身”，最终确定国家队正
式队员的编制，同时也对今年亚运会的参赛阵
容进行选拔。来自全国21支代表队的300多名
赛艇选手参加了角逐。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 悦）自上任
以来，短短 10多天时间，中国男足
新任主教练法国人佩兰就先后辗
转 5个城市，观看了多场中超以及
亚冠的赛事。3 月 22 日晚，这位
被称作国足历史上“最勤奋”的主
教练现身航海体育场，观看了河
南建业主场与大连阿尔滨的比
赛。

吸引佩兰前来郑州的自然是
大连阿尔滨队里的两名国脚于汉
超和于大宝，只可惜当天的比赛

“双于组合”并没有什么精彩的表
现，全场的四粒进球有三个都是
两队外援的贡献，唯有建业老将
黄希扬用一记远射多少为本土球
员挣回了点颜面。

没能看到麾下国脚出色的表
演，这让佩兰多少有些扫兴，不过
赛后他还是前往大连队的更衣室
探望了两位国脚，其间他还饶有
兴致地与马林聊了十多分钟，并
且记下了自己的老乡、阿尔滨体
能教练法比安的电话号码。

当然，做客航海体育场的佩兰
也不能厚此薄彼，晚上他接受了东
道主俱乐部总经理张卫军的宴
请。虽然对于这场比赛他没有过
多的评价，但也为建业没能拿下比
赛感到有些遗憾。佩兰表示，建业
本场比赛战术不错，打得很积极，
球员进取心很强，一度也很接近胜
利，但主教练在领先的时候，也应
该考虑对手在想什么并及时进行
应对，言下之意就是建业换人有点
慢，痛失了好局。④11

全国赛艇赛我省夺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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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山伯爵》郑州上演
开心麻花给河南观众送来“开心果”

从 2∶0到 2∶2

建业遭建业遭遇遇
““黑黑色色55分钟分钟””

□本报记者 李 悦

“建业主场进一个球，我就绕场跑一周！”这是郑州人民广
播电台的主持人张明在赛季开始前向广大球迷所做出的承
诺，而在 3月 22日晚，刚刚跑完 800米的他气儿还没喘匀，就
目睹了2∶0领先的建业在5分钟之内被对手连扳两球，最终原
本即将到手的一场胜利变成了无奈的平局，中超三轮过后，建
业依然没能迎来期盼的3分。

国足主帅佩兰：

建业换人有点慢

2万多球迷现场助威建业。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本场终于打上了首发的约翰逊（右）表现不俗并有一球进账。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由美国蒙纳
瑞克斯好莱坞电影公司摄制的纪录片《钓鱼岛
真相》于23日在北京首映。影片通过史料详细
阐述了钓鱼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这一事实，
敦促日本正视和认真反省历史。

这部长约 40分钟的纪录片通过大量史实
回顾了1895年以来日本历次侵华战争，讲述了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中国钓鱼岛的事实，
记录了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南京大屠杀、
731部队用中国人进行细菌实验等罪行。影片
还批评美国政府在 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
时罔顾中国对收回钓鱼岛的正义要求。

《钓鱼岛真相》是导演里比利用自有资
金、历时一年制作完成的。此片于本月 11日
在美国洛杉矶首映，观者反响热烈，并计划于
下月在中国电视台播出，同时将借助公众频
道和网络在全美播出。

导演克里斯蒂·里比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表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我希望有更多人了解钓鱼岛真相，希望日本
认真反省这段历史，马上归还钓鱼岛，并对二
战期间所犯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这有助于
中日两国达成和解，共创未来。”

首映式上，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
增说：“这部纪录片把中国钓鱼岛的故事传遍
全世界，我们相信，在所有爱好和平人士的努
力下，钓鱼岛一定会回到祖国怀抱！”

部分受邀前来的日本媒体向记者表示，
钓鱼岛问题是历史问题，大部分日本民众还
是希望两国能和平解决领土纷争，继续两国
友好与合作关系。

德籍导演里比今年 76 岁。出于对中国
的热爱，2006年至今，他共拍摄制作了 12部

《神秘中国》系列纪录片，以其独特视角向全
球讲述中国故事，《钓鱼岛真相》就是此系列
片之一。④4

美国好莱坞纪录片
《钓鱼岛真相》在中国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