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在日本上学的网友曾写道，
“一场比赛的门票竟然分了30多种
不同类型和定价，有面向公司职工发
售的公司票，有放假了给学生的特别
票，还有社区票、残疾人票、节日票”。

对鹿岛鹿角来说，俱乐部在票
务上有儿童票的类别，并不会因为
学生放假了会更便宜。“俱乐部会
根据不同地域而制定价格。”山崎

勇次举例说：“俱乐部在鹿嶋市，所
以会阶段性的向鹿嶋市民搞活动，
只要提供鹿嶋市的身份证明，票价
就会便宜些甚至免费。下一个周
末，俱乐部为了吸引旁边某个市的
球迷来看球，也会针对那个地区的
球迷，做一个便宜的价格。”所以，
喜欢鹿岛鹿角的外地球迷，会不停
地去鹿岛鹿角的官网，看有没有惊

喜，这无形之中也增加了俱乐部和
球迷之间的粘性。

不仅如此，因为地域的关系，
鹿嶋市相对比较保守，鹿岛鹿角没
有做出类似大阪樱花开展的“天气
太热了，可以穿泳装吧”的创意观赛
主题，但鹿岛鹿角曾做过穿和服去
看球的活动，据山崎勇次介绍，参加
这些活动，能免费或票价更便宜。

一路探索一路探索
活动办不停，穿和服看球可免费

一场比赛一场比赛
球票分档多达20多个种类

鹿岛鹿角是亚冠常客，但所在
地鹿嶋市只是日本关东一个很小
的地方，属茨城县，为了吸引更多观
众，鹿岛鹿角用尽了各种办法。与中
超俱乐部每场比赛只有4、5种档次
不同，鹿岛鹿角的球票分得非常详
细。山崎勇次告诉记者，除了年票和
季票之外，每一场鹿岛鹿角的比赛，
俱乐部细分了20多种不同类型和
定价，根据位置的不同，价格一般从
1000至8000日元不等，约60至500
多人民币，但非常好位置的贵宾席，

一张票会卖到几千人民币。但俱乐
部从价格上对残疾人并没有优待，
儿童票的价格最便宜。

“一位坐轮椅的残疾人球迷，打
电话到报社，想看广州恒大的比赛，
但我们和俱乐部进行了沟通，却发
现没办法。首先，比赛日俱乐部上下
都很忙，没多余的人手。其次，体育
场并没有设计无障碍通道，轮椅无
法进入球场。”这是一位广州的媒体
同行对残疾人球迷看球难的感叹，
但如果那位残疾人朋友想看一场鹿

岛鹿角的比赛，那就非常简单了。
鹿岛鹿角对残疾人在球票价

格上并没有优待，普通的残疾人像
正常球迷一样买票即可，如果是坐
轮椅的球迷，则购买指定区域的球
票。山崎勇次说道：“球场有无障碍
通道 ，有专门为残疾人准备的空
间，轮椅可以从外面一直推进去，
如果需要陪护，陪护的人需要买一
张票，但球场有专门为残疾人服务
的工作人员，他们会把残疾人安排
在指定的区域。”

一种便利一种便利
“打酱油”时就可以购买球票

鹿岛鹿角的球票发售方式和
中超俱乐部相比，也非常多样化。
在鹿嶋市的每一家7-11便利店和
两家官方球迷商店里，有专门的售
票机，球迷可以在“打酱油”时，就
把球票购买了。除此之外，球迷还
可以通过俱乐部官网、电话和到球
场购买球票。

相信很多球迷在第一次现场
观看中超比赛时都遇到过这样的

尴尬：拿着球票入场时分不清方
向，往往会绕着足球场走一大圈，
因为球票只注明了入口、区域，球
迷并不知道自己购买的球票在球
场哪个位置。但如果购买的是鹿岛
鹿角的球票，那这样的问题会很少
发生。

中超俱乐部一般在开赛前几
天开始在网上售票，而在鹿岛鹿角
的官网可以看到，他们的球票预售

囊括了下一个月的所有比赛。在球
迷选择其中一场比赛，浏览球票的
档次时，会看到一张球场结构图，
每个区域用不同的颜色进行标识，
球迷们通过颜色就能看到自己所
购球票的大致位置，在选择球票时
就做到了心里有数，从而选择从几
号门入场。而这张结构图也会印在
球票上，球迷可以在现场对应自己
的位置，从而减少迷路的可能性。

出入口6 出入口5

出入口8

出入口1

北 南

贵宾席
特别席位（主席台区域）（7500-8000日元/张，约450-480元人民币）
特别席位（主席台反向区域）（7000-7500日元/张，约420-450元人民币）
种类一（4500-5200日元/张，约270-310元人民币）
种类二（3300-4200日元/张，约200-250元人民币）
种类三（3200-4000日元/张，约190-240元人民币）
种类四（2700-3000日元/张，约160-180元人民币）
西区（1300-2700日元/张，约80-160元人民币）
东区（1200-2500日元/张，约70-150元人民币）
主客场球迷区（1000-2300日元/张，约60-14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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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到现在，汪博（化名）一直
没有找到工作，他一边送外卖，一边
等着“空乘梦”。两年前，经人介绍，
他从家里拿出了10万元，交给了一
家培训机构。“对方说能够帮忙找关
系当上空乘。”汪博在此期间参加
了4场面试，都无功而返，他开始意
识到，这关系显然不那么铁。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当初签订
合同的张先生，对方却表示，当初并
没有保证一定会找到工作，目前他
已经与对方家长沟通，如果最近一
次面试仍未上榜，将协商退款事宜。

遭遇：
交10万元就可以当空乘
四次面试都折戟

在四川一家航空学校读书，汪
博在毕业后并没有找到对口工作，
经过熟人介绍，他找到了一家校外
的培训机构，对方声称能够帮助他
实现“空乘梦”。“对方说交钱可以走
关系。”汪博相信对方实力，说服了
家里人，交了10万元培训费。

在他 2017 年 6 月 21 日与一家
名为四川谊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签
的一份委托协议书中约定，“乙方委
托甲方（培训机构），帮助汪博完成
公共英语等级三级考试培训，并顺
利获得证书，帮助其在成都航空公
司完成空乘面试培训，并帮助其完
成上岗就业。”

协议中还有一条名为“关于安
全责任的特别责任”的条款约定：在
合作期间，乙方不得以任何名义对
外宣传培训安置就业等相关细节，
造成任何影响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交了钱，汪博认为吃了一个“定
心丸”，他还介绍了身边的一位同学
认识了谊成教育的负责人张先生，

“他交了14.5万元，但他的合同写的
是另一家公司，落款名字还是张先
生的名字”。因为自己交钱时间相对
较早，所以更便宜。

不过，在交完培训费之后参加的
4次面试，让他有些“大梦初醒”，这所
谓的“走关系”不靠谱，家里的父母也
因为这件事情，有些悔不当初。

10万元培训费到底值不值？汪
博思考了一会儿告诉记者，2018年5
月到2018年12月他曾被安排到南宁
机场做地勤，不过他不认为这是培
训。“就是白干活儿，又没有工资。”他
描述工作内容时称，主要就是为特殊
乘客服务，“比如推轮椅什么的”。

这段经历之后，他又回到了成
都，平时主要靠着兼职维系生活，比
如送外卖。对于能否找到空乘工作，
他已经不抱希望了，只是希望退钱，
能够挽回一点损失。

“身边还有很多同学，都交了钱，

但是都跟我一样没有成功。”他还表
示，希望通过自己案例警醒别人，不
要再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走捷径。

培训机构：
对方不够优秀
如果这次再不通过就退钱

4 月14 日，记者联系到了四川
谊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
先生，他表示，没有谁能够保证就一
定可以找到工作。随后他提到，面试
了这么多次都没有成功，只能说明
他还不够优秀，还需要努力。

对于整个事件他也表示，“这次
我已经与他的家长进行了沟通，先
等航空公司官方网站结果出来，如
果没通过就退钱。”他表示，所缴纳
的费用主要是用于培训，培训时长
都是有记录的，先是地面岗位培训，
然后才是空乘岗位培训。

日本鹿岛鹿角球票
细分20多档为了谁？

细节定成败
3 月 31 日，第十届金扫帚奖颁

奖典礼在京举行，2018年最令人失
望男女演员、导演项花落岳云鹏、娄
艺潇，郭德纲和黄真真；《爱情公寓》
邹杰、汪远获得最令人失望编剧，包
贝尔的《胖子行动队》获得最令人失
望导演处女作，《祖宗十九代》、《爱
情公寓》和《李茶的姑妈》则获得最
令人失望影片。

今年是青年电影手册“年度华
语十佳”暨“金扫帚奖”诞生 10 周
年，金扫帚奖在十周年还特别增设
了“十年最令人失望影片”，颁给了

《富春山居图》、《小时代》系列和《纯
洁心灵：逐梦演艺圈》。

今年，《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
导演毕志飞来到颁奖典礼领奖，让
这个奖项热闹了一些。毕志飞导演
在颁奖典礼上称：“没想到躲过了去
年，没有躲过今年。”

十年来，这个专门发出批评声音
的奖项获得了很多关注，也引发了很
多争议。知名时评人梁宏达在微博上
评价写到：“说真话不容易、得罪人不
容易、金扫帚奖十年不容易。”昨日，
在金扫帚奖十周年之际，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金扫帚奖
的创办人程青松，看看以批评烂片为
主的金扫帚奖在十年风雨历程给中
国电影带来了什么影响？

谈初衷
怕得罪人就不会设立这个奖了

记者：您在设立这个奖项的时
候考虑过这很容易得罪人吗？

程青松：怕得罪人就不会设立这
个奖了，如果做每一个事情都要去想
这些，会寸步难行，没有办法往前。
金扫帚奖是从电影出发，评选电影
导得好不好，演员演得好不好，而不
是在评这个人的人品好不好。有些
导演可能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但
他拍的电影不一定很好。会得罪人
的应该是那些拍烂片的人，他们拍
出不好的电影其实是得罪了观众。

谈坚持
电影界同行都在鼓励我做下去

记者：金扫帚奖是一个发出批
评声的奖项，能举办十届是非常不
容易的，这十年间遇到了哪些困难
呢？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呢？

程青松：其实还好，遇到的开支
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因为做这样
的奖项并不需要办的很奢华。今年
我们十周年，谢飞老师、何平导演、
贾樟柯导演、刘晓庆老师、赵涛老
师、新晋柏林影帝王景春、新晋柏林
影后咏梅、姜武老师、明星杜江等等
都有来参加。如果这个奖的声音没
有得到认可，不会有这么多人的支
持的，每次这些电影界的同行都会
鼓励我要把这个奖继续做下去。

谈“烂片”
烂片的数量相对以前还是有减少

记者：您认为现在烂片出现
的原因是什么呢？怎样才能让烂
片变少？

程青松：最近这两年电影的质
量有提高，烂片的数量相对以前还
是有减少的。好莱坞也有烂片，这是
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因为导演和演
员才华不够，有些是因为拍摄电影
只是为了赚钱临时弄的剧本。还有
一些非专业的人跨界拍摄电影，他
们有很高知名度，但不一定懂电影。
比如郭德纲，他相声说得非常好，可
是他对电影并没有达到专业的水
准。烂片的产生有各种原因，每个电
影都不一样，很难去进行一个总结。

好莱坞有些电影买了十年版权
才把电影改编出来，准备过程会非常
久。而我们现在有些所谓的大ip，几
个月就把电影拍出来了，这就已经违
背了创作规律。所有的电影创作都是
有规律的，需要一个周期，以很快的
速度生产出来就容易出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
世豪 实习生 易沁圆

近日在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
入工作会上，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
毅公开表示，中国足协将通过五到
十年的努力，把中超联赛打造成世
界第六大职业足球联赛。同时，李毓
毅表示，要通过狠抓赛风赛纪、提高
比赛质量、加强观众参与和育人造
星四大手段实现上述目标。此言一
出，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和热议。

在世界足坛，公认的五大联赛
是英超、德甲、西甲、意甲、法甲。要
争当“第六大联赛”喊口号容易，实
际达到则有很多东西要学。我们的
近邻日本J联赛、韩国K联赛其实
在很多方面就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从今天起，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特别策划连续推出系列独家报道
——“六大联赛借鉴启示录”，特别
邀请全球各大先进联赛专家，知名
足球媒体人，共同为我们的联赛发
展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范本故事。

今天首期，是在恒大足校本周
举办的U17国际足球冠军赛上，记
者独家专访鹿岛鹿角青训部长山崎
勇次先生，从他讲述日本联赛一张
球票的分档故事，看出一个联赛为
球迷服务可以细致到何种程度。细
节决定成败，而J联赛的细节意识
确实值得我们虚心学习。

大阪樱花非常注重球员形
象的包装，是吸引女粉丝的典
范。2017 年，大阪樱花还做出
了相当大胆的举动，他们举办
了首届“穿泳装免费看球活
动”，唯一的条件便是必须身着
泳装进场观赛。当时报名者超
过300人，只有100人领到了球
票。2018 年，这个活动又继续
举办，8 月 25 日联赛对阵广岛
三箭时，大阪樱花主场再度掀
起了“泳装热”。

大阪樱花女球迷多

记者曾在大阪樱花主场观
看过比赛，从进入球场区域，就
有粉红色的脚印进行引导。球
场随处都能看到粉红色的元
素，因此成为 J 联赛中女球迷
最多的俱乐部，也曾设置过提
供宠物的临时寄存服务等。

对小孩，J联赛每支球队都
设计了自己的专属吉祥物，比
赛现场会有吉祥物玩偶，足够
让小孩开心，并且大人还会为
小孩消费买单。对女性，采取明
星效应。所以在J联赛，学生看
比赛很常见，女性球迷提着行
李箱赶来看比赛很常见，拖家
带口看比赛很常见。

遇地震有专人疏导

日本是地震灾害非常频
繁的国家，但日本在防止灾害
方面做得很健全。每场比赛，
大量人群聚集到一起，无形之
中为安保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据山崎勇次介绍，日本 J 联赛
和每个俱乐部都已经对如果
发生地震做了预案，详细划分
了人群疏散步骤，并形成了书
面的文字。

山崎勇次举例说道：“如果
观众入场后，日本某一个地方
发生了地震，在极短的时间内，
所有的公共场合都会得到通
知。足球场会马上中断比赛，广
播通知大家应该怎么对应。在
比赛开始前到人们都全部离
开，球场的每一个出口都会有
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进入引导，
告诉每个人怎么走，让所有人
尽快疏散到安全的位置上，观
众只要听安排就可以了。”

编者按：

他 山 之 石他 山 之 石

“泳衣看球秀”的背后
是对女性球迷的尊重

金扫帚奖为烂片颁奖十年，本报独家专访创办人程青松：

没想过得罪人
拍烂片才是得罪观众

交10万元就能当空乘？哪有这么撇脱的事！

外卖小哥空乘梦碎
4月20日，鹿岛鹿角主场对阵

仙台维加泰，俱乐部早早就开始
了球票的预售，点击这场比赛的
球票预售链接后，就有球票的详
细介绍。网页左边是球场的布局
图，用 10 种颜色分为了 10 个区
域，同时用文字进行了注明。这10
个区域的票价从8000日元至1000
日元不等，而每个区域则又进行
了细分，一般分为会员、非会员、
儿童票三种票价。其中的会员就
是官方认证的6个球迷组织，他们
都有专属的购票链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发自广东清远

鹿岛鹿角主场布局图

培训机构涉嫌合同违约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江露仙

认为，合同约定甲方要提供培训并
帮助上岗就业，现在甲方没有按约
定履行义务的话，是构成违约了。

此外她表示，培训应该是传授与
考试相关的内容，如果只是去那里帮
忙做事，而没有获取与考试相关的知
识内容，应该不属于“培训”的范畴。
所以根据合同第二点约定，是因为甲
方没有提供培训，与乙方未能通过考
试上岗具有因果联系，乙方可以要求
退款。而且根据违约条款，甲方没有
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的（未提供培训），
乙方同时可以主张甲方承担违约金。

随后她建议，合同中应明确约
定提供培训的时间、主题、地点、以
及培训达到的效果，保障乙方可以
根据合同约定及时主张权利，以及
双方对此产生分歧时可以合同约定
作为依据。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英占认为，如果协议中没有约定
服务的期限，培训机构可以继续帮助
客户进行培训，达成他的目的，从而
履行合同义务，不过，即使是没有期
限，也要考虑到航空公司的招聘要
求，其中就包括对年龄的要求。“如果
超过了对方招聘所要求的年龄，就应
该退还费用。”同时他也提醒说，消费
者在签这些协议时要明确约定服务
内容，同时约定不能履行协议所要承
担的法律责任，以便消费者后续处理
其中纠纷，培训机构承诺的条件要尽
量约定到合同里，对于整个过程，要
注意保留证据。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韩金雨

律师说法律师说法

本报记者专访鹿岛鹿角青训部长山崎勇次（右）

——系列报道之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