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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成名欧洲杯每日奖品和参与方法
详见成都商报客户端

查勘到位及时：城区30分钟
内，违约赔偿100元。

赔款到账更快：轻微人伤24
小时赔付！5万元以内车损案件1
日赔付；5万以上3-5日赔付，违
约赔偿20倍利息。

投保热线10108888
搜 索 并 关 注 微 信 公 众 号

CPICSC，大量金币送不停！

太平洋车险
“限时理赔、违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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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御龙山位处成都东二
环核心，是香港信和集团打造的
逾125万平米综合性大盘。现加
推10#景致宽邸，拥近200米楼间
距，超大赠送。80-160㎡2-4房
全系舒适产品，限时优惠，现正排
号中，交8千起抵3%。贵宾专线：
028-8321 8888
（成房预售字：10717号、10973号）

信和·御龙山
一跃惊人 舒居大成

2016法国欧洲杯如火如荼，目前，所有
的24支球队均已亮相。而对于参加“信和御
龙山·一战成名欧洲杯”活动的朋友而言，24
支球队全部亮相，意味着你猜中进球队员的
几率有可能变得更高，为啥？因为在欧洲杯
开始之前竞猜，是很难预测首发阵容的，球
员进球效率再高，但不能首发，花金币选了
他们也是白选。首轮小组赛，后卫球员表现
抢眼，但要想得到最终的10万元现金大奖，
光有后卫球员可不够。从第二轮比赛开始，
中场球员有望反弹，成都商报为您精选了一
些进球能力较强的中场球员，希望祝你“一
战成名”。

首轮比赛中，德国球员施魏因斯泰格打
入一球，为不少“一战成名”的球队贡献 2
分。很多网友都选了施魏因斯泰格，因为他
很出名，还是德国队长，时常进球，甚至是点
球主罚手，但可惜的是，在这届德国国家队
中，施魏因斯泰格并不是绝对主力。幸运的
是，“小猪”在对乌克兰的比赛中替补登场，
最后时刻打进一球，才让选他的网友没有白
白浪费金币。但是，这样的好运是否能一直
持续呢？

欧洲杯进展至今，形势已经不一样了，
各队11人首发出炉，在大赛环境下，除非球
队已经确定小组头名出线，一般而言主教练
是不会轻易更换首发阵容的。

除了选后卫博冷门，从主力中选择那
些进球效率较高的中前场球员，也是你获

得单日大礼包奖、阶段现金奖，甚至最终现
金奖的好策略。结合首轮表现、主帅用兵，
以及“一战成名”的选择率，这些球员绝对
值得关注。

英格兰队中场阿里，这位小伙子号称新
版杰拉德，擅长突然插上破门或者远射，
2014 到2015 赛季，他在英格兰低级别球队
米尔顿凯恩斯打进16球。2015到2016赛季，
他在热刺打进 10 个球。惊艳英伦，进步神
速，而在霍奇森4132体系里，阿里获得了第
一场首发的机会，总体而言表现不错，有望
得到更多出场机会。

意大利中场坎德雷瓦，这届意大利队人
称史上最屌丝，埃德尔和佩莱组成的锋线星
光黯淡，而坎德雷瓦反而是进攻中非常重要
的一环，意大利佩莱的进球，就是他助攻的，
坎德雷瓦速度不快、身体不算强壮，但跑位
出球比较合理。2015到2016赛季他打进12
个，2014到2015赛季进球11个，在中场球员
里，这是很恐怖的数据。

威尔士中场拉姆塞，阿森纳球员，大家都
很熟悉了，他是威尔士核心球员之一，而且在
威尔士阵中他的位置相比于在俱乐部时更靠
前，前锋贝尔、威廉斯时常回撤拿球，而负责
前插的就是他。2015到2016赛季拉姆塞进球
6个，2014到2015赛季进球11个。

西古德森，冰岛中场，效力于斯旺西，
2015 到 2016 赛季进球 11 个，2014 到 2015
赛季进球 9 个，在竞争激烈的英超中的中

游球队能有如此效率，足以说明实力。首轮
比赛冰岛队1比1逼平强大的葡萄牙队，这
支欧洲杯新军有望走得更远。

伊南，土耳其中场，在与克罗地亚的比赛
中首发，目前效力于加拉塔萨雷，2015到2016
赛季进球14个，2014到2015赛季进球7个。

接下来，一些大名鼎鼎的中场球员也值
得大家选择。

拉基蒂奇，克罗地亚中场，效力于巴萨。
2015 到 2016 赛季进球 9 个；2014 到 2015 赛
季进球9个，首轮比赛，克罗地亚效力于皇
马的中场核心莫德里奇打入精彩进球，拉基
蒂奇有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良好发挥。

哈姆西克，斯洛伐克中场，效力那不勒
斯。2015到2016赛季进球8个，2014到2015
赛季进球13个。

此外，有些球员虽然不是绝对主力，但
也可以关注，比如法国的马夏尔、科芒，在法
国队首场比赛中，三个中前卫的配置，使得
法国队进攻火力严重不足，在换下了中场马
图伊迪，科芒、马夏尔登场后，法国队攻势大
增，未来两场小组赛，法国队对手不强，不排
除德尚用 4231 替换 4321，增加一名进攻球
员，预计进球不会少。以马夏尔和科芒的速
度与技术，虐菜很容易。

虽然与后卫球员相比，中场球员进球分
值只有2分，但他们进球概率更高，真正能
够赢取大奖的球队，前中后场的搭配非常重
要。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图据东方IC

小组赛首轮后卫抢镜

要想得大奖
比拼在中场

意大利中场坎德雷瓦 英格兰中场阿里

德国球员施魏因斯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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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投资日趋理性
票房贴补热潮消退

昨天下午，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
论坛凤凰大影响特别活动如期举行，
大地电影院线总经理方斌，UME影院
管理集团董事长吴思远，万达院线总
裁曾茂军，就“电影院未来，未来电影
院”的主题展开激烈讨论，三位业内大
佬谈起目前电影院发展中遇到的问
题，特别提到电商对电影行业的冲击。

说起院线和电商之间的关系。曾
茂军表示，“首先肯定是合作的关系。
我一直认为贴补不是很理性的方式，
今年呢，我看到电商的投资趋于理性。
前两年，一直有很多制片方贴补电影，
这并不是个很好的现象。现在这种热
潮消退了，所以这是一件好事。”

吴思远表示：“现在电影好了，大家
都来搞电影院，洗脚店的老板也要来搞
电影院，没有入门槛，所以偷票房与灌
水都出现了，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现
象。他们把电影当做股票与金融产品来
炒作，直到哪天泡沫爆了。”

方斌表示电影院的层面是纯市场
化的东西，但别忘了，电影是内容为
王。“如果这个电影内容好，可以卖高
价；如果电影拍的不成功，再低价观众
也不愿意走进电影院。中国企业在做
营销的时候，整个思维模式以价格为
导向，比谁的价格更低，由此获得市
场。国外是拼价值，而不是拼价格 ，给
观众提供更好的体验。这是国内外完
全不同的。”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男神李伯伯
首度进军网络综艺

在昨日上午举行的“与超级IP同
行——爱奇艺四川地区合伙人大会暨
屏行娱乐—中国（成都·青羊）原创影
视基地战略发布会”上，“网瘾少年”李
伯伯迈出进军网络非常关键的一步，
要与爱奇艺四川共同打造一档西南语
系方言脱口秀全网综艺节目《听我
说》。说直白一点，就是李伯伯也要进
军网络综艺，要在视频网站给众多网
友散打评书！

保护方言保护，这是李老师一直
想做的事情，“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一
个小环节是推广四川话。因为现在的
小朋友、年轻人，从小都是说普通话。
不是说普通话不好，但是我们是四川
人，四川人连四川话都说不好，都不知
道川话里面的意义，说不过去啊。”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文娱

前日，张国立来川导演真人秀
节目时，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的采
访。张国立说，自己之所以在60多岁
的年龄接手综艺节目，正是自己多
年的四川情缘。在采访的过程中，专
注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张国立坦言，
如今影视市场在资本进入后越来越
追逐古装玄幻，导致题材雷同，“作
为当代的从业人员，如果忽略当代
的作品，其实是我们的失职。”

不久前的上海电视节上，作为评
审会主席的张国立曾呼吁影视从业

人员多关注现实主义题材。在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张国立也感叹，
他在很多场合都在呼吁，但自从越来
越多的资本进入影视市场后，都去追
逐赚钱的大IP，与此同时导致了题材
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当然，现实主义题材也越来
越难拍。”虽然有市场和审查的纠
结，但张国立表示，自己还是会坚
持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接下来拍
一部作品叫《好久不见》，现实主义
题材的。”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电影川军”
亮相上海电影节

正在举行的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四川元素抢眼。今天，由著名导演陆川与迪士
尼中国合作拍摄的野生动物题材大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将与观众见面，这部电影自
开拍起就备受关注，四川大熊猫成为电影的主角。此外，成都商报记者获悉，上海电影节
期间，多家来自成都的影视公司亮相，他们带来《三星堆密码》《李雷和韩梅梅》等影片。

三星堆、大熊猫、川金丝猴成主角

青春怀旧题材的影片《李雷和
韩梅梅》备受关注，该片将由80后女
导演杨永春执导，导演身着韩梅梅
同款 T 恤和裙子亮相电影节，现场
为影片卖萌代言。

据她透露，剧本经过几次重大
调整，最终敲定由80后编剧完成。影
片中，李雷和韩梅梅、Jim、Lucy等熟
悉的人物都会悉数登场，给80、90后

一次彻底的青春回忆。而对于演员
阵容，导演表示要保持神秘。

该片由成都天音影业打造，该
公司一下子曝光了其首批17个影视
IP，由刘镇伟导演执导的《公主图兰
朵》引来业内关注。《公主图兰朵》以
家喻户晓的世界名著《图兰朵》为蓝
本，以“古丝绸之路”为背景，讲述了
一个瑰丽而神秘的东方故事。

四川归去来影业在电影节期间推出
四部作品：分别是弘扬汉语言文化的纪录
片《中国话》；矿工草根逆袭成为拳王的

《金色腰带》；描绘微观世界里的冒险旅程
的中法合拍片《昆虫总动员2》，还有神秘
古迹与科幻悬疑交织的《三星堆密码》。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三星堆密码》
的总导演是王光利，他是第六代导演代
表人物，继电影《以为是老大》之后，王光
利将“西南风”刮到上海，携带独具川味
文化的《金色腰带》和《三星堆密码》为

“电影川军”站台。《三星堆密码》讲述了
由四川省著名考古遗迹——三星堆遗迹
所衍生出的科幻故事：假说“神秘的北纬
30度”深深吸引和震撼了主人公丹尼尔，
他激情澎湃的猜想，古老遗迹中的秘密，
又将引发一场疯狂的探寻。目前该片处
于前期剧本创作和融资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中法合拍片《昆虫
总动员2》早在2014年就受邀参展上海
电影节。目前，《金色腰带》和《中国话》
都在筹备中，将于今年年底开机。

陆川与迪士尼中国合作拍摄的
野生动物题材大电影《我们诞生在
中国》将于今天在上海电影节上首
映，并宣布于今年暑期档全面上映。

据悉，《我们诞生在中国》将围
绕“家庭”这个迪士尼最擅长的主题
展开，影片以中国独有的三种野生
动物的家庭为主线，以交叉剪辑的
方式讲述四川大熊猫、雪豹、川金丝
猴在各自的自然保护区出生、成长
的感人故事。

此外，四川峨影影视发行有限公
司也在上海电影节公布新项目：包括
院线电影《爆炒老板》《第三只眼》等，

《爆炒老板》剧组的导演王凯、主演张
磊、张立威也专门从剧组请假来到现
场，四川峨影发行还接连发布了4部
影片，包括即将发行的院线电影《换
个活法》、正在筹备的院线电影《与灵
共舞》《绯闻女人》，以及获得多次大
奖的国际纪录片《绝代芳华》。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上海报道

《三星堆密码》探寻神秘古迹科幻科幻
悬疑悬疑

青春青春
怀旧怀旧

《李雷和韩梅梅》带你忆青春

保护保护
动物动物

大熊猫与你相约暑期档

张国立：
忽略当代题材是从业人员失职

电视剧
题材同
质化现
象越来
越严重

俄罗斯1比2斯洛伐克

魏斯 7号 （32’）
哈姆西克 17号（45’）
格卢沙科夫 8号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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