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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足将以恒大国安上港球员为主

冰壶世界杯总决赛落幕

中国男队获亚军

郑智继续入选国家队
尽管还没有官宣，但里皮再次执
掌中国队教鞭已无悬念，
“ 银狐”正在
着手组建教练团队。据了解，上一期
里皮团队中的著名教练佩佐蒂因年
龄的原因退休，对于里皮来说少了一
个非常好的“参谋”。里皮此次回归
国足，将组建以恒大、国安和上港球
员为主力框架的阵容，而 6 月份国足
热身赛的相关后勤工作已经落实。
报 道 称 ，上 轮 中 超 联 赛 进 行 期
间，里皮的两位助手——德罗索和马
达洛尼，分别考察了上港 vs 鲁能以及
恒大 vs 苏宁这两场比赛，本轮中超，
里皮教练组成员还将现场观战国安
对阵天海。
与其他外籍教练注重数据分析
所不同，据知情者透露，里皮非常重
视队员场上的表现，团队全年观看中
超比赛超过 200 场，球员的表现是第
一位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
些数据很优秀的球员难以进入国家
队。里皮何时回来还没有最后确定，
很有可能是本月月底动身，不过，他

的两个助手德罗索和马达罗尼已经
进入工作状态，他们分别观看了上港
和恒大的比赛，不难判断，未来国家
队仍会以这两家俱乐部的球员为班
底 ，辅 以 鲁 能 、苏 宁 等 队 的 优 秀 队
员。老将郑智有可能会暂时回到国
家队，起到“传、帮、带”作用，但他的
身体状况决定其很难带领中国队走
得更远，所以，里皮需要尽快为中国
队发掘、培养新的中场核心队员。
据悉，恒大、国安和上港的一众
国脚将有望构成新一期国足的主要
框架，鲁能等队表现优异的球员，比
如金敬道和蒿俊闵等人，也将继续入
围国足大名单。
目前中国足协仍然没有正式官
宣里皮回归，但是在确定了 6 月份先
后同菲律宾和塔吉克斯坦进行热身
赛后，足协已开始准备落实此次广州
集训的后勤工作。报道称，国足很可
能在 6 月 3 日集中后下榻广州的天河
希尔顿酒店，而训练场地将安排为天
河体育场。
（综合）

全国校园篮球冠军赛总决赛

北京湖南分获男女冠军

老帅配老将，
国足有戏吗？

国际智力运动联盟围棋团体赛第二轮

苏迪曼杯 19 日挥拍

国羽首日战大马

柯洁领衔中国男团胜韩国

22 日对阵印度

苏迪曼杯奖杯
5 月 19 日-26 日，2019 年苏迪曼杯
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将在广西南
宁举行，上届亚军中国羽毛球队志在重
夺苏杯。赛前分组，中国队与马来西亚、
印度同分 D 组。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
北京时间 19 日下午 6 点迎来小组赛首
个对手马来西亚，随后在 22 日上午 11
点对阵印度。
（新浪）

日前，
在北京举行的2018-2019世界壶联冰壶
世界杯总决赛男子组决赛中，
中国队以 3:5 不敌加
拿大 2 队，获得亚军。亚军是中国男子冰壶队自
2002年征战世界大赛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新浪）

柯洁在比赛中

5 月 14 日，2019 国际智力运动
联盟世界大师锦标赛围棋男女团体
赛第二轮的比赛在衡水进行，中国
棋手柯洁，芈昱廷和辜梓豪分别战
胜朴廷桓，
申真谞和李志贤。
焦点战柯洁执白对阵朴廷桓。
两个月前柯洁刚刚在世界最强棋士
战饮恨，对朴廷桓战绩大致 9 胜 11
负。虽然交锋战绩稍稍落后，但朴
廷桓在中国围甲 3 连败近期状态不
佳，柯洁近期则是 4 连胜，气势更胜
一筹。
开局两人互点三三，并在中腹
形成激战。柯洁上方弈出夹的妙
手，一举斩获优势。后半盘朴廷桓
强烈反扑，双方形成劫争，朴廷桓并
未走出最佳下法，柯洁消解后将下
方黑龙吞下，黑棋无力回天。最终
战至 204 手，朴廷桓投子，柯洁为中

国男团再添一胜。
男子团体比赛奖金安排：第 1
名：60，000 欧元（约 45 万人民币），
第 2 名：30，000 欧元（约 23 万人民
币），第 3 名：15，000 欧元（约 11 万
人民币）女子团体比赛奖金安排：第
1 名 ：25，000 欧 元（约 19 万 人 民
币），第 2 名：10，000 欧元（约 8 万人
民币），第 3 名：4，000 欧元（约 3 万
人民币）
本次比赛由国际智力运动联盟
主办，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河北省体育局，衡水市人民政府
承办，
河北省体育局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衡水市体育局，北京五人成军文
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男女子
团体赛的比赛为单循环赛，
每天一到
两轮（共 5 轮），每方用时 1 小时，
之后 3 次 30 秒读秒。
（新浪）

5 月 14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全
国校园篮球联盟承办的全国校园篮球冠军赛（初
中）总决赛暨 Jr. NBA 全球冠军赛中国区选拔赛
落下帷幕，经过 5 天激烈角逐，北京队和湖南队分
别夺得男女子组总冠军。
本次全国校园篮球冠军赛总决赛男女子赛事
各有 8 支代表队入围，他们分别是北京、广东、贵
州、湖南、江苏、山西、山东和四川的男子代表队，
以及重庆、广东、河北、湖南、江苏、辽宁、山东和四
川的女子代表队。入围队伍分为 AB 两组展开单
循环小组赛，随后 AB 组各队根据战绩排名交叉
进行 1/4 决赛，4 支胜出队伍再经过两轮淘汰赛决
出最后冠军。
（网易）

欧冠新用球曝光
配色更绚丽

本赛季欧冠用球

下赛季欧冠用球

足球装备网站曝光了下赛季欧冠小组赛用球
照，正式的比赛用球将在今年 8 月由欧足联官方
发布。同本赛季欧冠用球相比，下赛季欧冠用球
配色更加丰富，
设计更加凌乱大胆。
不过下赛季欧冠用球取消了欧冠奖杯和欧冠
决赛元素的设计。
（新浪）

文娱新闻

都市情感剧

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80周年

延安将举办音乐节

《黄河大合唱》经典再现（资料图）
日前，为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 80
周年，中央音乐学院联合陕西省委宣传
部、延安市委市政府，将于 5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延安举办音乐节。92 岁的歌唱
家郭淑珍和中青年音乐家王秀芬、袁晨
野、王威、许昌、孙媛媛、陈曦、王传越等
将同台演出。
据介绍，音乐节的近 20 场演出包括
歌剧、交响乐、室内乐、合唱、协奏曲等音
乐形式，曲目包括《黄河大合唱》、小提琴
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歌剧《松毛岭
之恋》、室内乐《永远的山丹丹》。
1939 年 4 月 13 日，光未然作词、冼
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
学大礼堂首次公演，即引起巨大反响，成
为全面抗日歌曲的
“主旋律”。 （新华）

新话题却屡屡走进旧胡同
由刘涛、杨烁、金晨等人主演的《我
们都要好好的》曾预订过一波热度。作
为都市情感剧，它亮出的概念实在让人
心里一颤——
“丧偶式育儿”。这五个
字的登场不过一两年时间，却因太过于
促狭精准，被许多妈妈挂在嘴边，用以
调侃生活里的种种无奈。
似嫌这一话题不够分量，编剧王伊
还给女主角安排了郁抑症的遭遇。不
过，剧集播出十来集，热度并未如期而
至。有限的网友评价里，
“ 货不对板”
“套路连连”等，都命中要害。
再往前翻翻，《爱上你治愈我》 带
着心理疗愈的主题前来，真实病例改
编的故事可谓“戳心戳肺”；《逆流而
上的你》 一开篇就让女主角成了“破
产妈妈”，金钱与育儿、物质与婚姻的
关系直捣当代女性的内心；《趁我们还
年轻》 集齐一批小生小花探讨职场喜
忧，欲用 90 后的创作视角去赢得荧屏
外 90 后的身份认同。这些剧集主打的

刘涛、
杨烁、
金晨等人主演的《我们都要好好的》电视剧海报

影视剧流行走复古风

为何屡次
“翻车”还要拍？

弘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纪录片《佳节》开播
日前，五洲传播中心等机构出品的
三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纪录片《佳节》上
线播出，并将参加“亚洲影视周”亚洲优
秀电视节目展映。该片以时间为线，分
别以“春望”
“ 秋思”
“ 冬聚”为题，重点表
现清明、端午、中秋、重阳、春节、元宵六
大中国传统节日。
《佳节》以国际化的表达，将传统节
日庆典文化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连缀起
来，阐释中华民族慎终追远、尊亲敬祖、
以和谐为美的社会价值观。
据介绍，作为“中华之美海外传播计
划”的头部精品节目，
《佳节》旨在展示新
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祖
先、家庭、伦理的重视，体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流传
千年的智慧与文明的根脉。 （新华）

概念、话题都称得上紧跟潮流，一众
年烂梗，让新郎新娘落水后回答“先救
主演也各有观众缘。可结果，播完即
谁”的无聊问题。
《趁我们还年轻》排出
抛，毫无涟漪。
一溜满是胶原蛋白的面孔，结果一样脱
著 名 导 演 刘 江 认 为 ，成 败 在 于 细
离现实——工作是闹着玩的，爱情是只
节：
“话题不是贴标签，话题也许能预定
讲套路的。
关注度，但最后决定观众喜爱指数的，
真世界不是过家家，既有触碰生活
仍然靠血肉丰满的故事。而故事，由无
隐痛的志气，就得拿出扎根现实的诚
数独家适配的细节堆叠而成。”
意。剧情与真生活的距离，才决定着它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
们的口碑高下、热度高下。
教授赵宜为合格的都市剧定了两个衡
当年《新结婚时代》热播，
“ 婚姻是
量指标：能否切中时代情绪，能否以现
两个家庭的结合”给许多年轻人提前打
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兑现美学感染力，两
了预防针；
《双面胶》犀利戳人心那会
者缺一不可。
儿，李亚平一家揭开了城市化进程中
《爱上你治愈我》意欲拆解当代人 “城乡结合”的家庭组合模式；
《辣妈正
的心理疾病。有了切中时代情绪的设
传》
《夫妻那些事儿》不约而同抛给女性
想但过程太潦草。受爱情重创的痴情 “生还是升”的选择题；到了《虎妈猫爸》
女孩精神濒临崩溃，剧中的心理医生颜
《小别离》时，剧中藏在教育问题下的，
书仁只用两步操作，就让姑娘打开了心
还有一道排序题：自己和孩子，谁才应
结：第一步释放压力，第二步用英文念
该优先幸福？当然还有《都挺好》，到处
一首《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实
浸渍的生活痕迹，才是指向感同身受、
实在在的讨论还没铺开，编剧就玩起陈
引爆话题的幕后功臣。
（新华）

新版《封神演义》海报

近日，新版《倚天屠龙记》
《新白娘
子传奇》
《封神演义》相继亮相，这些翻
拍剧或倚赖原作的影响力，或凭借主演
的号召力，在播出初期制造出一定的话
题热度。但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故事
空洞、人物形象扁平、改编用力过猛等
问题纷纷凸显，有的剧集直至收官，口
碑和播放量都乏善可陈。
经典翻拍为何屡拍屡败？诸多失
败案例作为前车之鉴，却挡不住前仆后
继的翻拍者。
翻拍剧“扑街”早已不是新鲜事，甚
至在电影行业，每年也都会有不少“翻
拍”作品沦为票房毒药。如今的翻拍作
品从立意上就已经出现偏离，当武打动
作沦为了“慢镜头”、白娘子秒变“小白
兔”、妲己与杨戬谈起了恋爱……在中
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青年教师王

婧看来，
“既然用了‘老版’的名，就必须
与原著相符，这既是当下观众对翻拍作
品的强烈意愿，同时也是翻拍作品对原
著所应持有的起码尊重。”
翻拍剧用经过市场检验的、具有良
好口碑和受众基础的故事题材进行重
新加工创作，在诞生之初就已经站上了
“巨人的肩膀”，这能够很大程度地为剧
集的市场表现保驾护航，从而降低各方
的资金风险，
赢得可观的市场收入。
此外，翻拍剧还逐渐成为“捧新人”
的有效方式之一，新版《倚天屠龙记》中
的曾舜晞、
陈钰琪、
祝绪丹等主演此前并
没有具有分量的代表作，
而新版《新白娘
子传奇》中的鞠婧祎和于朦胧虽然积累
了一定的知名度，但论演技仍在新人之
列。翻拍为投资方、演艺新人提供了一
条快速商业化的捷径，
正因为如此，
翻拍

成了各方逐利的着力点。有业内人士分
析：
“当躁动不已的资本热钱以收割利益
为目的，
将剧集品质弃之不顾，
最终便导
致了翻拍剧市场的满目疮痍。
”
去年，某社会调查中心曾联合问卷
网对 2014 名受访者进行一项关于翻拍
剧的调查，结果显示：篡改经典剧情、演
技尴尬、刻意追求标新立异，被认为是
翻拍剧最让人失望的三大原因。
优质原创剧本的短缺问题不能用翻
拍经典作品的做法来回避，敢于直面问
题才能解决问题。综观影视市场，现实
主义题材剧一片叫好，究其原因不外乎
对于剧本的精心打磨。
《都挺好》严格开展“剧本围读”，通
过集思广益来提亮剧本成色；
《小别离》
剧本的前 5 集改稿次数达 8 次之多，
后期
剪辑的时候又改了 10 稿；
《海棠依旧》用

4 年时间雕琢剧本的一字一句，
从真实生
活中采撷剧本创作智慧……翻拍剧只有
沉下心基于原作打造出好剧本，才有可
能兼得好收视和好口碑。2017 版《射雕
英雄传》曾创造了内地翻拍作品豆瓣评
分的新高，这是因为创作者在剧本创作
上颇费心思。该剧监制郭靖宇表示，他
最先给这部剧定下的剧本创作原则就是
忠于金庸原著，这让该版《射雕英雄传》
成了部分年轻人心目中的优秀作品。
翻拍本身并没有错，翻拍乱象实则
是影视产业的运作出现了问题。新时
代呼唤优秀的翻拍作品，正如郭靖宇所
说，
“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新的郭靖和黄
蓉”，对于经典作品而言，一部好的翻拍
剧就是一次华丽重生。创作者应当秉
持匠心，让更多影视经典在新时代下透
出全新的价值。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