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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那年花开》热播，关注度很
高，我们团队都很满意。这几天很多网
友都在热议何润东饰演的吴聘早早“领
盒饭”，掀起了一股“悼念吴聘”的舆论
热潮。何润东因为吴聘这个角色走红，
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吴聘是我们的男
主角之一，从最初编剧苏晓苑老师在剧
本中这个人物的设置以及他在全剧中
的作用，包括在周莹成长过程中，他都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所以他其实一
直是主角。虽然吴聘去世了，但观众们
还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闪回等方式会
看到他，如影随形、“阴魂不散”。

上一次和何润东合作是10多年前
的《玉观音》，此后我们也一直在找机会
合作，这个戏在筹备时我们觉得特别适
合何润东，找到他很爽快就一口应允。
那时候他还不是特别了解这个角色，但
他觉得能够和我再一次合作特别高兴。
何润东答应出演角色后还是找到我想
多了解一下剧本。当时剧本还在修改，
他就让我给他讲了这个人物。我当时为
了强化他的自信心，就说这是一个满级
的人物，是全剧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但是这个人物写得特别有特点，不用全
部完成，演员只需要完成一部分，其他
的部分由别人帮你来演。

何润东就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就
是三分之一的时候这个人物就挂了，之
后这个人物就由孙俪来演。因为孙俪精
神世界的一半都是来自你这个人物，而
且她不断用这个一半来坚定自己的信
念，在任何情感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这
个人就像影子似的在周莹旁边以及跟
周莹的所有关系中。最后，我还开玩笑
说这样的写法也是考虑到剧组的经费。
他也打趣说，“想问问别人帮我演分不
分我一点经费”，我说：“不分。”他说：

“那好，我来。”
我也注意到网上有声音说吴聘“领

盒饭”之后，大家不想追剧了。其实我一
点都不担心陈晓饰演的沈星移这个角
色。因为后面的很多故事情节发展，足
以让这个人物立起来，从创作角度来
讲，这是一个非常鲜明、丰富，非常吸引
眼球的一个人物形象，所以我其实不是
很担心，更多的剧透我也不能说太多，
只能说继续看下去，大家会越来越喜欢
沈星移这个角色，他的喜爱度后面会和
吴聘不相上下的。

历史上，吴聘和周莹是真实存在
的，但肯定没有沈星移。因为苏老师在
创作中，真实的材料中其实非常有限，
这些人物都是苏老师创造的，创造这些
角色也是为了塑造周莹这个人物，让这
个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立起来，包括周
莹的情感世界，让她这个人物可感可立
起来，都离不开这种内心世界，在大的
史实上不违背时代特性，然后创造出这
么一条感情线的。吴聘、沈星移这两条
虚实相生的感情线，对周莹成长都起到
了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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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比赛”成经典之战
恒大点球落败悲壮出局

昨晚这场亚冠次回合，上港在赛
前就遭遇了一系列的不顺。先是俱乐
部收到了在广州预定的酒店方面书面
通知：由于台风“天鸽”的缘故，导致酒
店部分房间遭遇雨水侵袭，故无法完
成此次接待上海上港方面的入住需
求。由于此时距离上港出发前往广州
仅剩五天，上港方面不得不采取预案，
联系了同样位于天河附近的另一家酒
店，但次日俱乐部收到来自该酒店的
书面函——因“不可抗力”无法完成接
待工作。经过一番寻找和交涉后，上港
终于在出发广州前两天才在距离天河
体育中心10公里外找到了落脚点。

而在上港昨晚乘坐大巴前往天体
的路上，一路遇到了五起车祸干扰，都
是小车之间发生剐蹭，但多少对相关
路段的交通造成一定状况，或多或少
影响到上港抵达的时间，值得一提的
是，前两起事故的肇事车牌一模一样！
而在阵容上，本轮上港两大主力后卫
傅欢和贺惯双双停赛，博阿斯派出的
张卫和林创益顶替两人的空缺，结果
给恒大完成大逆转带来了可能。上半
场阿兰就利用对方中卫失误送上的单
刀机会和一次头球梅开二度。而在上
半场结束前，恒大还有多次机会扩大
优势。下半场上港通过换人一度顽强
地扛住了恒大的疯狂攻击，但第82分
钟高拉特鱼跃冲顶将比分改写为3比
0！恒大只差一球！！

第90分钟李学鹏左路传中，高拉
特跃起头球冲顶再次破门，帮助恒大
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地大逆转，将总比
分扳为4比4，比赛被拖入加时赛！其后
的比赛继续着这场大戏一波三折的戏
剧性，加时赛下半场，上港在汪佳捷被
罚下的情况下，靠着浩克的任意球直
接破门将总比分再次改写为5比4。就
在外界都为恒大遗憾叹息的时候，最
后5分钟穆里奇为恒大制造点球，并让
王燊超被罚下，高拉特点球命中，总比
分又变成了5比5！可惜在最后的点球
大战中，120分钟内上演帽子戏法的高
拉特第一个主罚射中门柱，而上港五
罚五中，最终生生将恒大翻盘的大戏
扼杀在最后一刻。

恒大上半年成本9.48亿
昨晚开出3500万总奖金

亚冠1/4决赛首回合，广州恒
大0比4客场惨败上海上港，伴随
着这场恒大队史上最惨痛失利
的，是对“恒大王朝”断裂的大讨
论，不少媒体、球迷又重新捡起已
经多次议论过的那个话题：许家
印到底还想不想玩足球了？

持许家印会逐渐减少在恒大
足球俱乐部上投入观点的人认为，
入主广州足球已经8个年头，许家
印和他的恒大集团从足球上赚足
了广告效应，今年8月28日，恒大集
团发布了2017上半年业绩，各项利
润指标均创上市以来最高纪录！根
据9月1日的《彭博》数据显示，许家
印不但成为中国地产首富，在亚洲
范围内也超越了李嘉诚，成为仅次
于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的亚洲
第二大富豪。

因足球获得了巨大的知名
度，再维持过去的投入就不符合
商人的逻辑了——这是很多认为
许家印不会继续在足球上倾注热
情之人所持的论据。从今年冬季
转会和夏季转会来看，恒大确实
不及上港、权健等队风光，但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恒大的阵容足

够稳定，暂时还不需要动大手术。
如果说上港、权健、华夏幸福等球
队属于创业阶段，那么恒大现在
就是在守业，创业和守业，在转会
市场上的投入自然是不一样的。
何况，一家俱乐部的投入并不仅
仅体现在转会上，教练、球员薪资
是不是投入？比赛奖金是不是投
入？青训是不是投入？就在客场惨
败给上港后不久，广州恒大俱乐
部发布了2017年上半年财报，数
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恒大淘宝俱
乐部亏损高达6.62亿，而去年同期
的亏损是3.12亿——亏损足足增
加了3.5亿！而2017年上半年恒大
俱乐部的总成本费用是9.48亿。

恒大方面在半年财报中总结
说：“上半年亏损主要原因是引进
教练和球员的薪酬及转会成本仍
处于较高水平，导致公司目前仍
处于亏损状态。”而上港集团发布
的上半年财报中，上海上港俱乐
部上半年的亏损则为5.73亿。在
上港今年花巨资引进奥斯卡、艾
哈迈多夫等强援的情况下，亏损
还小于恒大，可见恒大在教练、球
员薪酬上的开销有多大。背着这
样巨大的薪酬包袱，恒大俱乐部
在转会市场上有所收敛也是可以
理解的。而上半年就在俱乐部运

营上花掉了9.48亿的成本，这个数
据面前，任何质疑“许家印不想再
玩足球”的声音都会显得底气不
足。昨晚的这场亚冠次回合，为了
鼓励球队打出“巴萨式的逆转”，
恒大俱乐部在赛前将本场晋级奖
金提高到2000万，再加上原有的奖
金方案，这场比赛价值3500万——
这至少可以显示出一点，许家印
并没有放弃！

斯帅已无法令球队走向新生
恒大战略转型必先换帅

恒大首回合惨败后，连日本球
迷都在网上评论说：“老人队没了
保利尼奥，惨败很正常。”昨晚打到
加时赛后，恒大气势减弱，最终没
有彻底完成翻盘，也和球队年龄偏
大，体能下降严重有关。

斯科拉里从来都不是善于培养
年轻球员的教练，如果没有今年的
U23新政，相信陈泽鹏、温家宝、徐
新等年轻球员在斯科拉里手下更是
难有出头之日。板凳厚度和人员储
备原本是恒大的优势，但斯科拉里
却并没有把这一点用到极致。许家
印在今年年初提出了2020年完成全
华班的设想，但现在看起来难度极
大，届时郑智40岁，冯潇霆35岁，郜

林34岁，曾诚、于汉超、黄博文33岁，
梅方、郑龙、李学鹏、张琳芃也都全
部超过30岁，新生代中又只有廖力
生、王上源有较为稳定的出场时间，
这样的全华班究竟是去联赛争霸，
还是进行“夕阳红”全国巡游？

亚冠出局后，恒大足球路在何
方？这个题目太大，可能涵盖的内
容太多。但恒大在十字路口首先要
做的，还是确定在未来转型时期的
领头人。如果不是许家印慷慨地将
里皮送给国足，斯科拉里早就丢掉
了自己的饭碗。但无论是恒大方
面，还是恒大球迷，对斯科拉里的
不满已经长期存在，有恒大球迷形
容说，里皮时代战术多变，有着高
超的临场指挥艺术；卡纳瓦罗时代
团结向上，用兄弟情谊形成凝聚
力；斯科拉里时代沉闷无趣，阵容
僵化，毫无激情与活力。马上就要
69岁的斯科拉里已经不可能改变
自己，他无法承担率领恒大重新崛
起的重任。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恒
大将在本赛季结束后换帅。但不管
怎么选择，恒大要想完成许家印设
想的未来战略转型，换掉斯科拉里
是必须启动的第一步，尽管他昨晚
带队打出了一场经典之战，但巴西
人已经无法给恒大留下更多的东
西。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恒大足球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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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的球票从来没有像昨晚亚冠赛前这样贬值过，亚冠
1/4决赛首回合0比4惨败于上海上港，让最铁杆的恒大球迷
也难以对翻盘逆转报乐观态度。为了不至于让次回合天体看
台上出现令人尴尬的空旷场面，恒大甚至向会员们推出了
“买一赠二”的活动。但昨晚天体却上演了一场经典之战，恒
大在90分钟内硬是以4比0大胜上港，将总比分扳为4比4，
把比赛拖入了加时赛。加时赛双方各进1球（总比分5比5），点
球大战中高拉特一脚“宴客”，让恒大120分钟的努力化为乌
有（点球4比5落败），也让恒大未能完成最完美的翻盘剧本。

尽管已做到极致，但从首回合0比4惨败于上港，到次回合
90分钟4球逆转扳平总比分，再到加时赛先负后平，再到点球
大战惜败，这跌宕起伏的过程还是暴露出了恒大不少的问题。
亚冠出局后，恒大王朝虽然还说不上崩塌，但已经通过足球赚
足广告效应的许家印还会不会继续维持在俱乐部上的投入？
球队主力阵容老化的问题如何解决？斯科拉里如果下课，未来
谁会成为恒大转型时期的教练？这些球迷所关心的问题都汇
聚成为一个终极疑问：未来的恒大足球，路在何方？

把“垃圾比赛”差点变为巴萨式逆转，最终却点球落败遗憾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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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差点就翻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