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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装饰装修
●餐厅,茶楼,酒店装修66191988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搬家公司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二手车买卖
●转让2009年捷达轿车一辆，
电话：83228497，13908066833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办照●资质●报税61515001

酒楼·茶楼转让
●地铁口旺铺转让18160036176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餐馆转让
●成华区一环路建设路口800平
火锅店转让13983011152

厂房租售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
证，购即分割028-849446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龙潭经济城办公室322平厂房
2000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招 商
●诊所寻承包合作13348800590

昨晚，2016-17赛季CBA联赛开始了第19轮的较
量，四川品胜男篮主场101比105不敌北京首钢，排名继
续下滑。本场比赛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联赛，还是马布
里职业生涯在四川队主场的最后一次表演，本赛季结束
后，马布里将退役，对于很多四川球迷来说，这也是他们
与陪伴了自己整个青春岁月的“96一代”彻底的告别。此
役，马布里拿下26分，关键时刻依然能够主宰比赛。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以科比、艾弗森、马布里为代
表的NBA“96一代”有着特殊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
逝，“96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效力于北京队的
马布里是仅剩的仍奋战在职业联赛中的“96一代”球
员，但他在本赛季结束后也将退役。于是，昨晚，四川省
体育馆，众多四川球迷带着向偶像告别的心情，来到现
场，既是为自己的主队加油，也是向一个时代告别。

又讯 在昨天进行的全国男排联赛第 11 轮的比
赛中，四川男排在主场2比3不敌山东队，排名下滑到
第三位。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摄影记者 张士博

上周末，2016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在峨眉山体育
馆落幕，在最终的决赛中，韩雨在1比5落后的情况下
完成大逆转，9比7战胜日本球员河原千寻夺冠。

本次比赛冷门频出，夺冠呼声很高的潘晓婷和刘莎
莎两位世界冠军早早被淘汰，这也为此后的比赛增添了
更多悬念，时隔三年后，韩雨再夺世锦赛冠军，这是她职
业生涯的第二个世锦赛冠军，这也让她追平金佳映，成
为女子9球世锦赛历史上冠军第三多的选手，仅次于4
次夺冠的费雪和3次捧杯的刘莎莎，这也为韩雨带来了
丰厚的夺冠奖金——4万美元。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四川球迷向“96一代”告别

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落幕
韩雨逆转日本选手夺冠

鹿岛鹿角昨日在世俱杯决赛中惜败皇马

把皇马逼进加时赛
不烧钱的鹿岛鹿角震惊世界

昨晚皇马与鹿岛鹿角的世俱杯决赛
在赛前被认为胜负没有什么悬念，大家讨
论的只是鹿岛鹿角输几个才不算丢脸。但
令人震惊的是，创造了亚洲球队首进世俱
杯决赛的鹿岛鹿角再次捍卫了日本足球
的尊严，他们在90分钟内2比2逼平了强
大的皇马，只在加时赛上才连丢两球，最
终 2 比 4 落败，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世
俱杯的奖杯上。鹿岛鹿角这次的世俱杯之
旅，留下了太多的话题，比如他们坚持的

“全日班”出战，直到决赛上才让巴西外援
替补亮相；比如他们拒绝烧钱，深耕青训
结出的累累硕果；比如他们不请大牌外
援，为本土球员的发展留出空间……在中
超年复一年进行“军备竞赛”，将外援身
价、年薪炒至天价的眼下，和中超球队
走着截然不同路线的鹿岛鹿角却在世
俱杯上为日本足球、亚洲足球正名，他
们的做法与成功也许应该给中国足球
带来一些启示。

坚持“全日班”的鹿岛鹿角
当年也是“洋务派”

世俱杯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鹿岛
鹿角都派出了“全日班”出战，也让日本球
迷在鹿岛鹿角连续淘汰非洲冠军马梅罗
迪落日、南美冠军麦德林民族挺进决赛
后，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是日本足球的
胜利！”而昨晚与皇马的决赛，鹿岛主帅石
井正忠再次祭出了“全日班”阵容。其实鹿

岛并非没有外援，在世俱杯第一场对阵大
洋洲冠军奥克兰城时也派出过韩国外援
黄锡镐、巴西外援法布里西奥，替补席上
当时还坐着巴西后卫布鲁诺。

其实，在过去鹿岛鹿角也是著名的
“洋务派”球队，该队历史上曾引进过济
科、贝贝托、莱昂纳多这样的巴西巨星，
这对当时的中国足球是难以想象的，可
能就像今天日本球迷羡慕中超能引进众
多大牌球星一样吧。为了引进济科这样
的巨星，鹿岛鹿角在上世纪 90 年代也是
一掷千金，济科在这里能拿到 6000 万日
元的年薪（约合 350 万人民币），那可是

90 年代初期啊，其轰动效应不亚于现在
中超开价 40 万英镑周薪挖角切尔西的
奥斯卡。

而在主教练上，鹿岛鹿角也一直坚持
请巴西人，他们在首任教练——本土的宫
本征胜下课后，在1994年-2015年都是聘
请巴西主帅执教，直到去年球队在战绩低
迷时，才起用了此前从未有过主帅经历的
鹿岛功勋球员石井正忠，他也只是球队历
史上的第二位本土教练！正是这位本土少
帅，带领从2010年开始走下坡路的鹿岛重
新回到巅峰，他们今年历史上第8次夺得J
联赛冠军。

如果进攻交给外援
怎会有两破皇马城门的柴崎岳

鹿岛鹿角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烧钱请
巴西大牌后，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长久之
策。他们开始谋求转型，俱乐部主席井畑滋
就曾明确表示，鹿岛鹿角要做培训型的俱
乐部，从小球员6岁就开始建档，他们在鹿
岛、茨城、千叶三个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培训基
地，三个中心的青训球员加起来高达数千人。
根据J联盟公示的2015年度数据，鹿岛鹿角
去年在青训上的总投入为1.66亿日元，接近
千万人民币，而且，鹿岛的青训已经实现了盈
利，他们去年的青训总产出为2.85亿日元，在
青训上实现盈收1.19亿日元。

鹿岛不烧钱买外援的另一个目的在
于，不让外援压缩本土球员的生存空间。
这种理念也在如今收获了硕果，他们的前
锋金崎梦生在今年J联赛总冠军赛上梅开
二度，世俱杯对阵奥克兰城打进制胜进
球，次战马梅洛迪日落也进球锁定胜局
……作为日本足坛罕见的全能型中锋，27
岁的金崎梦生前途远大。而在昨晚与皇马
的决赛中梅开二度的新星柴崎岳估计很
快就会收到来自欧洲的邀请。如果不是鹿
岛为他们腾出空间，恐怕发展不会有这么
迅速。而在中超，基本是外援占据了各队
的进攻中轴线，导致国内年轻攻击手出头
艰难，如何给本土年轻球员留出发展的空
间，这值得中国足球人思考。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拒绝烧钱，不请大牌外援，几乎“全日班”出战的鹿岛鹿角能给“军备竞赛”的中超豪门怎样的启示？

“在外援
上投入大量
金钱，还不
如将这些钱
投入到青少
年球员的培
训当中。”

——鹿岛鹿角
俱乐部主席井畑滋

24岁的柴崎岳（右）在比赛中梅开二度

39岁的马布里防守36岁的刘炜

聊生活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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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钢锯岭》进入院线放映，听到最多的评论是
这部电影非常血腥和恐怖。影片改编自美军二战上等
兵军医戴斯蒙德·道斯的真实经历。在1942年的太平
洋战场，军医戴斯蒙德·道斯不愿意在前线举枪射杀
任何一个人，他因自己的和平理想遭受着其他战士们
的排挤。尽管如此，他仍坚守信仰及原则，孤身上阵，
无惧枪林弹雨和凶残日军，誓死拯救即使一息尚存的
战友。他一人冲入枪林弹雨，不停地祈祷，乞求以自己
的绵薄之力不停地再救一人，75名受伤战友最终被奇
迹般地运送至安全之地，得以生还。

《血战钢锯岭》真实再现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恰恰
是这个惨绝人寰、尸横遍野的战场以及酒鬼父亲汤姆·
道斯的落魄，让人看到了整部影片强烈的反战意图。

故事从参加过一战的士兵汤姆·道斯（戴斯蒙德·
道斯的父亲）在墓地和逝去战友独白开始。汤姆·道斯
曾经为了这个国家而走上战场，最终失去了要好的战
友。汤姆·道斯虽然得过不少勋章，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人们已经把他们完全遗忘，如同戴斯蒙德·道斯母
亲告诉他的，“你父亲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人”。一场战
争，把一个“很好的人”变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酒鬼和
喜欢家暴的父亲，在邻居的评价中变成了“疯疯癫癫”
的一家子。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和破坏，让汤姆·道斯成
为整部影片的基础铺垫。

影片没有一丝一毫对人性的深刻剖析，用平铺直叙
的方式讲完了整个故事。当一队士兵终于爬上钢锯岭投
入战斗时，导演完全没有顾及观众的观影感受，一幅幅
血淋淋的真实战争场景被毫不掩饰地展现开来。被机
枪扫中就会爆裂的躯干、血淋的断腿、喷洒的鲜血、触
目可见的人体器官、戴着钢盔仍然无法抵挡子弹袭击
而丧命的战士、火焰枪的恐怖、日军的凶残……同样是
对日作战，这和有些抗日神剧描写的战争场面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神剧中主人公都是潇洒机智果敢，鬼子都
是一群蠢货，既白痴又搞笑。主人公面对一排机枪扫射
都打不死，还能挥洒自如地干掉这一排鬼子。即使有人
不幸中弹，也能交代半天遗言才断气。

可以说，《血战钢锯岭》赤裸裸地把有些神剧对战
争的美化和娱乐化的外衣扯了下来，让每个观众都能
认识到：打仗是一点都不美好的，战争是异常残酷和
血腥的，是要断手断脚流血丧命的，是会带来家破人
亡的。影片最后就传达了这么一个道理。很简单吗？是
的，但也很纯粹——珍惜和平，远离战争。 （李佳一）

一部纯粹的反战片

成都公益电影进影院影讯
12月21日、12月25日以下影院将放映《我是处女

座》：成都太平洋电影城((旗舰店 96 括号内数字为放
映座位数,下同)、成都王府井电影城(163)、成都太平洋
影城(川师店 70)、万达影城(锦华店 96)、四川峨影
1958电影城(256)、成都新城市影城(141)、和平电影院
(244)、成都金沙紫荆电影城(120)、成都沙湾紫荆影城
(89)、成都万达影城(金牛店 122)、东方世纪影城
(216)、成都太平洋电影城(武侯店 75)、星美学府影城
(87)、成都新时代电影城(高塔旗舰店 205)、影立方
773IMAX 影城(118)、成都万达电影城(成华店 151)、
成都紫荆电影城(129)、蜀西紫荆影城(89)。了解详细信
息请关注官方微信“成都公益电影进影院”。

提及成都，葛优透露，他上次到成
都还是2008年，“有大概8年没去了，以
后应该有机会的。”葛优说，他母亲是重
庆人，因此对川渝大地有深厚的感情。

生活中的“葛大爷”是什么样的
呢？他透露：“平常不拍戏的时候就在
家过日子，我什么都干一点，不执著。”
葛优透露，他还养了两只挺乖的猫。

今年，“葛优躺”持续火爆网络，他
在《我爱我家》中饰演的二混子纪春生
被制作成各种表情包在网络流传，其
中最有名的一张半躺在沙发上的照片
更创作成了有名的“葛优躺”。说到这
个现象，葛优也没有回避，他说：“我知
道关于葛优躺的事情，但我挺少上网
的，也没互动。网络很厉害，但我觉得
大家都是高兴，在一起分享，这也挺
好。”说起电视节目，葛优表示自己平
时会看，也不排除将来演电视剧的可
能，“我平常看很多综艺节目，比如评
比的、当导师的，还有真人秀，但我觉
得不适合我，就没去”。

众所周知，葛优现在出门跑路演为
电影宣传，一般坐火车，有消息说拍《非
诚勿扰》时，冯导电影两个月的拍摄时
间，单是等“葛大爷”转场坐火车就半
个月。葛优曾经谈过自己不坐飞机的
原因，坦言就是心理作用，就是不想
坐，谁说也不行。记者问葛优如何在火
车上打发时间？他透露：“我喜欢坐火
车，在火车上就发发呆，和朋友聊聊天，
吃点喝点。其实十多个小时不算长，四
十多个小时我都坐过，比如到三亚。”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广州报道
实习生 邹帅

贺岁电影应该是喜剧

现在已经乱了
自从自从20142014年年《《一步之遥一步之遥》》之后之后，，葛优已经两年没在银幕上出现了葛优已经两年没在银幕上出现了，，如今如今““葛大爷葛大爷””带着新片带着新片《《罗曼蒂罗曼蒂

克消亡史克消亡史》》出山出山。。这次这次，，他扮演外表斯文内心狠毒的上海大佬陆先生他扮演外表斯文内心狠毒的上海大佬陆先生，，在造型方面在造型方面，，还长出了头发还长出了头发，，令观令观
众直呼惊讶众直呼惊讶。。昨天昨天，，葛优在广州为影片做路演时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面对面独家专访葛优在广州为影片做路演时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面对面独家专访，，从对角色的诠释从对角色的诠释，，
到对贺岁电影的理解到对贺岁电影的理解，，再到生活中的自己再到生活中的自己，“，“葛大爷葛大爷””说了很多说了很多。。

葛优：
著名演员葛优接受成都商报面对面独家专访 谈电影、表演和生活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导演程耳
在《边境风云》后的新作，影片讲述
了1937年大动荡前夕，在上海滩风
云显赫的陆先生（葛优饰）遭遇侵华
日军施压，被卷入一场暗杀阴谋。片
中，葛优扮演的陆先生为了获取利
益不择手段，但亦不耻与日本军人
为伍，因此陷入了无声的危境。

“别人老问我，你演一个什么样
的人呢？我觉得，你看是什么就是什
么。他们动不动老说，你演的是不是
杜月笙，我说可不是。别老往他身上
靠，毕竟看着不是那个人。”葛优说，

“我说我演了一个有钱和有势的人，
这么说观众明白。有钱有势的人因
为手底下有人在干活，所以可能在
形态上、动作上稳重一些。他是个大
佬，也不着急，有事情说说想想，就
有人去干，所以在这方面的把握上
稳重一些。”葛优表示，虽然他以前
没有演过这种类型的角色，但这次
演起来难度也不大。对于在戏中有
一些上海台词，葛优说：“我上海话
说得不行，在剧中说得也很少。一开
始我是不同意说上海话的，因为观
众看会有距离，看不懂。”

谈起再度和章子怡合作，葛优
坦言，他在剧中其实是喜欢章子怡
的，“但是因为她是老板的人，所以
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章子怡是老
板的情人，我是在底下干事的人，跟
着伺候，时间长了不就会喜欢嘛。按
导演的话来说，这部电影就是众生
相，也就是群戏，所以跟子怡的对手
戏也不是很多”。

冯小刚和葛优是电影圈的黄金搭
档，“贺岁档”这个词的出现最初说的就
是“冯葛”组合。不过遗憾的是，这两年
两人没有合作过，记者问葛优什么时候
和冯小刚重归贺岁档？他回答：“要看
他有没有这个计划。现在还不清楚，之
前的角色不太适合我。”谈及冯小刚近
年来的变化，葛优称：“我觉得冯小刚还
是愤青，这样挺好的，还是年轻时候的
状态，热血青年。”

葛优直言：“贺岁这事，是冯小刚
弄起来的，是说喜剧。我觉得贺岁档
的电影应该是喜剧的元素要多一些，
现在已经乱了，就只是占着贺岁档，
其实不叫贺岁电影。以前就是乐呵
呵、不用怎么动脑子，看完就走出去
放鞭炮了；现在就总让人思索，就不
是贺岁片。贺岁片就是一点也不能让
人动脑子，让观众乐呵呵就好啦，一
定不能沉重。干了一年的活，去电影
院乐一乐。”2011年12月1日，英皇电
影宣布与葛优签下三部片约，双方约
定在未来五年内拍摄三部由葛优主演
的电影。葛优、谢霆锋主演的《锋味江
湖之决战食神》定档2017年1月28日
大年初一公映，这部电影的出品方就
是英皇电影。葛优透露：“我跟英皇签
了3部片约，还有两部，5年内拍不完
还可以往后延，下一部片子还在谈。”

谈到现在接拍新片的标准，葛优
说：“接拍电影要考虑市场，非要拍没
拍过的、市场不认可的话，我可能不
会去接，投资方也不干。我因为跟英
皇签了约，但是如果没有签约的情况
下让我选，我就选看的人多点的吧。”

“你看是什么
就是什么”

冯小刚是愤青
还是年轻态

喜欢坐火车
十多个小时不算长

说搭档说搭档谈角色谈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