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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备受关注的上海电视节“白
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欢乐颂》凭借
8项入围领跑，而作为十年来收视最高
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 6 项入
围紧随其后。有意思的是，拿下 6 项入
围的《人民的名义》却唯独缺少最佳男
女主角，有观众表示，老戏骨表演太抢
眼，淹没了陆毅和柯蓝的表现。

昨日，《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自己并不太关心作品是
否入围、获奖，最重要是观众喜欢，“得
奖评奖是评委的事儿，有太多偶然的因
素了，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
认为陆毅演得非常好。”

《人民的名义》入围6奖
却没男女主角啥事

24 日晚，备受关注的第 23 届上海
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正式公布。
其中，《欢乐颂》第一季囊括了最佳中国
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
角在内8个重量级奖项提名，刘涛和蒋
欣、王子文和杨紫更是分别入围最佳女
主角与最佳女配角的角逐。

今年收视、口碑逆天的《人民的名
义》拿下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
佳编剧、最佳男女配角等 6 个提名。有
观众发现，《人民的名义》男女主角陆

毅、柯蓝却缺席了最佳男女主角的争
夺，相反，“达康书记”吴刚、“育良书记”
张志坚入围最佳男配角、在剧中分饰两
角的胡静也入围了最佳女配角，偏偏没
有正义凛然的侯亮平和陆亦可。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影评人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在《人民的名义》播出期
间，作为剧中的第一男主角，陆毅的表
演一直受到质疑，在张丰毅、吴刚、张志
坚、侯勇等一众老戏骨中，陆毅的演技
完全被秒杀。另外，《人民的名义》基本
不存在女主角形象，唯一的女主当属柯
蓝饰演的陆亦可，但是这个角色存在感
偏低，没能获得提名也在情理中。

人机大战
柯洁再次告负

昨天，中国围棋峰会“人机大
战”三番棋第二局进行。柯洁执白
155 手中盘落败，总比分 0 比 2 不敌
阿法狗，人工智能已经赢得了三番
棋的胜利。根据规则，第三局仍如期
在27日举行。

本场比赛柯洁发挥堪称完美，一
度看到胜利的曙光。本局比赛中局阶
段，阿法狗之父哈萨比斯就曾更新推
特称：“不可思议，根据阿法狗的评估，
柯洁现在下得很完美。”赛后他更是赞
叹：“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令人惊奇的
比赛，柯洁几乎将阿法狗逼到了极
限。”赛后发布会，柯洁表示：“我一度
认为我离胜利很接近了，不过可能它
并不这么认为。今天这盘棋我发挥挺
好，布局不觉得自己差，下得挺好。但
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没法让大家看
到精彩的战斗。前面很精彩，后面突然
有个地方就松弛了下来，太紧张了，非
常不好意思，希望我接下来的比赛也
能有很好的发挥吧。我不喜欢安乐死，
这盘棋下得我热血沸腾。”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这两项新政在网上引发
了极大的关注和争议，反对的
声音主要集中在是否该用行
政指令来干预职业联赛的市
场行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由于具体的实施办法尚未出
炉，因此两项新政可能带来的
一些问题也尚待解决。不少业
内人士认为，首先因为“奢侈
税”的设置，以现在各俱乐部
的收支情况来看，可以肯定的
是没有一家俱乐部不是处于
亏损状态的。这就意味着，只
要再买人，只能掏出双份的转
会费，一份给对方俱乐部，一
份上交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下赛季各队的引援势必放缓，
天价球星扎堆中超的盛况将
一去不返。其次，按照目前中
超各队外援挑大梁的情况，下
赛季绝大多数情况下，各队还
是会选择三外援出场，这也就
意味着U23每场至少要首发
一个（两个）替补上场两个（一
个），这样是锻炼了23岁以下
的国内球员，但又压缩了 23
岁以上的国内球员的上场时
间，尤其是24-28岁这个球员

年龄层，毕竟接下来的 2022
年世界杯和2026年世界杯的
预选赛，他都正处在当打之
年。而且，由于只限定了 U23
球员上场人次与外援上场人
次相同，是否意味着如果上5
名U23球员的话，也可以上5
名外援？此外，因为球队实力
的普遍下降带来的联赛精彩
程度下降等问题，也是中国足
协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

据《足球报》报道称，足协
将在6月5日召开大会，探讨
未来中超发展、外援政策以及
U23 球员使用方法。除 16 强
主帅外，国足主帅里皮也将到
场与会。据《足球报》报道称，
在体育总局酝酿抑制引进高
价外援新政之际，权健欲顶风
而上高价引进科斯塔或其他
外援的传闻也被总局看在眼
里，因此，总局派人作了进一
步的了解，也与权健俱乐部作
了沟通。有消息人士称，种种
迹象表明，权健高价引援科斯
塔一事或许是被总局叫停。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综合整理

中国足协新政引发热议，下月将开会商讨如何推行

“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人民的名义》6项入围
达康书记、育良书记上榜，陆毅、柯蓝却无缘最佳男女主角

导演李路：评奖是评委的事
评委会主席：评选过程激烈公正

两条新政都引发
了中国足坛的巨大反
响。足协的初衷，是为
了锻炼年轻球员，鼓
励俱乐部加大培养青
少年足球人才的力
度，以及维护职业足
球联赛市场秩序，促
进职业足球健康、稳
定发展。但在具体实
施办法出台之前，还
是引起了一些争议。

最近这十年来，外援垄断了中国联
赛的射手榜，中国足球把太多的金钱放
在了引援上面，结果本土球员的水准一
再下滑。国足曾在世预赛12强赛上遭遇
408分钟的进球荒，曾经引以为豪的国青
队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青赛。目前正在
韩国进行的U20世青赛，甚至连越南队
都杀入了决赛圈。数据显示，日韩联赛的
前12轮比赛，日本J1联赛每支球队场均
出场外援人次为2.34个，而韩国为2.23
个。也就是说，日韩球队的主力外援基本
都是2个。以日本J1联赛射手榜为例，射
手榜前10位中只有3名外援，而中超射
手榜前 20 人只有 2 人是本土球员。在
2017年的中超联赛开始前，足协推出了
U23 球员新政，规定每队必须有一名
U23球员首发登场，替补名单也必须有
一名U23，但没有规定具体上场的时间，
结果很多俱乐部就“打擦边球”，让队中
的U23球员上场打一会就换下。本次新
规定的出台，从侧面堵住了本赛季不少
球队应付U23新政的漏洞，下赛季要不
就减少外援的登场人数，要不就浪费换
人名额。问题是，如果上3名外援同时上
三名U23，提前把三名U23全换下的话，
这场比赛就没有换人名额了。足协的这
个做法虽然略显婉转，但是目标明确，就
是逼着俱乐部培养和使用年轻球员。

“我才知道这个事，其实得
不得奖是评委的事，有谁没谁，
和我们没太多关系。”昨日下
午，《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向
成都商报记者证实，《人民的名
义》参加了白玉兰奖的报名，申
报了包括男女主角在内的多项
大奖。对于自己的作品入围白
玉兰奖多项大奖，李路心态平
和，“能不能获奖真不是太重
要，得奖有偶然性。对我们来
说，拍作品不是为了得奖。”

李路认为，侯亮平这个人

物完成得非常好。“陆毅是个
承上启下的演员，很多年轻观
众都是看着他的片子长大的。
只不过他前面那些年演的以
颜值、以长腿、以偶像居多。这
次正好也是让他体验了另外
一种表演方式，和这些实力派
老演员一起表演。说陆毅在老
戏骨面前黯然失色什么的，我
觉得那就是黑陆毅，根本没
有，他演得非常好，完成角色
也很好。我父母就非常喜欢他
的戏，对他的戏大加赞赏。”

导演李路：
陆毅演得非常好，拍戏不是为了获奖

值得一提的是，第 23 届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
会主席，由川籍导演毛卫宁担
任，他曾凭借电视剧《平凡的
世界》获得第 21 届上海电视
节“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

对于《人民的名义》男女主
角陆毅、柯蓝，双双落选第23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
男女主角入围，正在忙于此次
评审工作的导演毛卫宁并不愿

意多谈。“组委会要求我在颁奖
典礼之前不能接受任何采访。”
导演毛卫宁说，他惟一能说的
是，他亲身感受到了本届上海
电视节“白玉兰奖”激烈、公正
的评选过程，每天都是通宵达
旦地看剧讨论，最后经过激烈
的各抒己见，在公证处的监督
下投票评选出来。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张槿熙

评委会主席：
评选过程激烈公正

新规堵漏
U23球员得到保障

争议较大
有些问题尚待解决

“快乐家族”还会走多远
李维嘉：要看健康状况

从 1997 年到 2017 年，已经开播
20 周年的《快乐大本营》（以下简称

“快本”）绝对是国内综艺的“不老松”。
前晚在长沙举行庆生发布会，“快乐家
族”以及宋茜、阮经天、杨迪、刘宪华等
嘉宾集体亮相。

时光荏苒，“快本”已经 20 周岁，
“快乐家族”也已经成立11周年。从当
年的“鲜肉”到如今的“逆生长”，何
炅、李维嘉也成为电视屏幕里的经典
老人。被问及是否想过这个团体未来
将会走多远？最近因为暴瘦而传出情
变、生病等各种传闻的李维嘉忍不住
自嘲道：“这个要看健康状况了。”引
来全场爆笑。

谢娜说：“前段时间我们五个人
聚在一起还说到勿忘初心的主题，没
有想过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每期
节目都作成最开始的样子。”关于“快
乐家族”成员之间互动的细节总会被
放大、误读，不和之类的传闻更是从未
间断，何炅回应道：“我们就像是一家
人，不会哪天吃完晚饭说我们散伙吧。
我们也不会去考虑要走到哪一天，我
们五个人有一个微信群叫做‘一直在
一起’。”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引援征收
“奢侈税”

外援“捆绑”U23

在公告中，中国足协表示：“为进
一步通过职业联赛锻炼年轻球员，鼓
励俱乐部加大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
的力度，经研究决定：从2018赛季起，
中超、中甲联赛俱乐部在参加中超、
中甲联赛、中国足协杯赛的过程中，
各俱乐部整场比赛累计上场比赛的
U23国内（港澳台除外）球员，必须与
整场比赛累计上场比赛的外籍球员
人数相同。”以及“为限制职业足球俱
乐部追求短期成绩、盲目攀比、高价
引援、哄抬价格的行为，维护职业足
球联赛市场秩序，促进职业足球健
康、稳定发展，经研究决定：自2017年
夏季注册转会期起，对处于亏损状态
的俱乐部征收引援调节费用。对于有
关俱乐部通过转会引入球员的资金
支出，将收取与引援支出等额的费
用，该项费用全额纳入中国足球发展
基金会，用于青少年球员的培养、社
会足球普及和足球公益活动。各俱乐
部应当从中国足球健康发展的大局
出发，规范引援行为，理性投入，依法
管理，按照要求做好引援合同管理和
备案工作，严禁通过签署阴阳合同等
手段获取非法利益。”不过，在公告中
中国足协并未透露具体实施办法，只
是表示希望各俱乐部认真贯彻落实。

足协初衷
为中国足球良性发展

前天深夜，中国
足协连续发布两条新
政公告，分别是“下赛
季开始每场比赛每队
的U23球员上场人次，
必须与外援上场人次
相同”，以及“自2017年
夏季注册转会期起，对
处于亏损状态的俱乐
部征收引援调节费用。
对于有关俱乐部通过
转会引入球员的资金
支出，将收取与引援支
出等额的费用，该项费
用全额纳入中国足球
发展基金会。”

四川省大学生校园戏剧展演季
昨日启动

昨日，2017年四川省大学生校园
戏剧展演季暨首届“国立剧专在江安”
戏剧文化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金河宾馆
举行。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大学生戏
剧展演季将在今年 6 月-10 月举行，
来自全省的近 20 所高校戏剧院团将
参加这次盛会。

四川省大学生校园戏剧展演季是
培植四川戏剧土壤、培育四川戏剧人
才、提升青年艺术修养，推动四川戏剧
特别是校园戏剧繁荣发展的重要手
段，也是“戏剧进校园”工作的具体落
实。据了解，今年的戏剧展演季将会有
近20所高校戏剧院团参加这次盛会。
将从今年6 月启动，一直延续到今年
10月。“也许同学们的表演尚显青涩，
也许舞台呈现效果还不完美，但同学
们充满朝气的精神风貌，将在戏剧舞
台上绽放出青春飞扬的风采。”主办方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据了解，戏剧展演
季初步筛选在成都，10月份会把优秀
剧目集中到江安展演和评选。

在展演季期间，还会举行首届“国
立剧专在江安”戏剧文化活动周活动。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戏剧摇篮、多彩江
安，是宜宾文化的重要折射点。“在
1939 年到 1945 年抗日战争的艰难时
期，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戏剧专科学校
——国立剧专迁达江安、坚持办学。国
立剧专14年不平凡的历程，为中国艺
术界培养了1000余名英才，其中江安
时期就有近 700 人。剧专历史上公演
剧目 280 部，其中，在江安就上演了
201多部。包括吴祖光、曹禺、焦菊隐、
洪深、凌子风、谢晋等一大批艺术大
师，都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过，在中国戏
剧史上留下了精彩华章。”主办方负责
人告诉记者，文化需坚守本根，文明需
薪火相传。“这次在江安举行盛会，将
进一步推动戏剧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着力打造国立剧专这块金字招牌，打
造名副其实的戏剧圣地。”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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