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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非再当“月老”
主持新相亲节目

孟非又有新节目了，还是当“月
老”！昨晚被称为《非诚勿扰》姐妹篇的

《新相亲时代》在江苏卫视播出，孟非
再一次成为“月老”来牵线。在新节目
播出之际，孟非也接受了成都商报独
家专访。在孟非看来，《非诚勿扰》和

《新相亲时代》虽然都是相亲节目，但
最大的不同是人，聆听的是不同人物
的故事，而不管怎么变，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对幸福婚姻的追求也是不
变的。

作为多年的“月老”，是否会对20
岁女儿的另一半提要求？一直讲究散
养式教育的孟非也表示，没有任何要
求，唯一的要求就是两人幸福，彼此觉
得合适就行了。

作为《非诚勿扰》的姐妹篇，《新相
亲时代》由“国民月老”孟非担纲主持，
不同的是，《新相亲时代》是父母子女
齐上阵，共同成就婚姻的可能性。对于
父母参加相亲的形式，一开始孟非是
抵触的，“我觉得相亲这件事父母就不
要掺和了吧。”不过，在录制了几期后，
孟非也有了转变，“我的岁数和嘉宾的
父母差不多，可以更好地沟通。另外，
可以把几方的观点都呈现出来。”

孟非有一个乖巧漂亮的女儿，今
年已经20岁了，目前在美国读书。那作
为一名父亲，孟非对女儿的婚姻又持
什么态度？

事实上，在教育问题上，孟非一直
秉承散养式教育的观点，“我对她其实
没有什么要求，只要她能健康平安自食
其力地生活就很好了。”在孟非看来，自
己反对父母把自己的梦想强加在孩子
身上。对于女儿另一半的要求，孟非笑
言“不能表达我有什么期待”，因为一旦
表达了，如果结果和自己设想的不一
样，双方都很难受。在孟非看来，自己不
会对女儿的婚姻提出任何要求，唯一的
要求就是他们幸福，彼此合适就行了。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南京报道

公益电影影讯

3月28日、4月1日放映安排（主城
区及天府新区每周三、周日放映，二三
圈层区（市）县每周日放映）：

影片名为《唐人街探案2》，放映影
城包括太平洋影城（春熙店、王府井
店、川师店、新城市店、金沙店、沙湾
店、金色海蓉店、武侯店、紫荆店、蜀西
店、温江店、龙泉店、新津店、崇州店、
彭州店、都江堰店、邛崃店、简阳德盛
店）、万达影城（锦华店、金牛店、成华
店）、峨影1958电影城、和平电影院、卢
米埃影城（龙湖店）、东方世纪影城、星
美学府影城、339电影城（新时代高
塔）、影立方773IMAX影城、保利国际
影城（奥克斯店）、星美国际影城（戛纳
店、双流店、蒲江店）、越界影城郫县
店、中影飞尚国际影城、青白江英凰影
城、九州国际影城、西岭国际影城等。

（注：个别影院因节目原因会存在
放映影片与影讯不符，请以实际放映
为准）了解详细信息请关注官方微信

“文化成都”。

成都商报：是什么时候接到国
足的集训通知的？接到通知后第一
反应是什么？

彭欣力：当时俱乐部的训练刚
结束，接到通知时挺意外，但是更多
的是开心与兴奋。

成都商报：在国足名单公布后，
有没有被祝贺电话、信息轰炸？父母
有和你说过什么吗？

彭欣力：收到了很多亲友的祝
福，我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也很高
兴，让我继续努力，要我珍惜在国家
队的机会。

成都商报：听说你这次入选国
足，重庆斯威队内都轰动了，有没有
这么夸张？队友们让你请客了吗？

彭欣力：轰动不至于，当时我们
主教练就过来恭喜我，还叮嘱让我
到了国家队放平心态，队友也送上
了祝福。还没请大家吃饭，因为联赛
刚结束我就到国足报到了，准备回
去后请他们吃。

成都商报：这是2012年卡马乔
把你召入国家队后，时隔六年首次
重返国足。前几年你的经历一直比
较坎坷，不过，这两个赛季在重庆力

帆的表现愈发出色，有时候踢了一
场出色的比赛后，会不会想到自己
应该会有重回国家队的一天？

彭欣力：前几年确实不太顺
利，中甲中乙都去踢过，国家队一
直以来也是我自己的目标。第一次
入选的时候我年纪很小，在思想上
和技术上都很稚嫩，肯定有很多方
面都达不到国脚水准，这一次时隔
这么久重新回到国家队，我也没有
多想，就是做好自己，总有机会到
来的，现在心态成熟了，会更加珍
惜这次机会。

成都商报：说到第一次进国家
队，网上还流传着一个李章洙拿你
开玩笑的段子，不过后来李章洙也
说明，这是为了激励你。那么6年前
入选国家队的情况还记得吗？当时
给你留下了什么深刻回忆没有？

彭欣力：确实有那件事情。当年
李章洙是恒大的主帅，他说彭欣力
就这种水平还好意思进国足？当然
后来李章洙也说了是开玩笑，而我
的性格也是比较要强的那种，上次
进国家队的记忆已经比较模糊了。

成都商报：2011 年从成都谢菲
联转会广州恒大之后，由于恒大中
场人才济济，竞争太激烈，导致你要
么是被租借在外，甚至还随梅州打
了半个赛季的中乙联赛；要么是随
恒大预备队出战预备队联赛，对于
年少成名的你来说，是不是不堪回
首的一段往事？

彭欣力：不能说是不堪回首吧，
我觉得也是一种经历，当时恒大的
人员配置在整个中超来说是很强
的，虽然没怎么获得出场机会，我也

不觉得失望，那时候队里面都是国
脚，和最好的国内外队友一起训练，
也会得到一定的提高，比如很多先
进的训练方法和如何管理自己的身
体，都是在那时候学到的。

成都商报：那段时间，最艰难的
阶段应该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想过
放弃，最后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彭欣力：我在2014年因为一些
因素去了乙级队，那段时间确实是
我职业生涯的低谷，比较煎熬，在梅
州的时候已经想到是最低级别联
赛，但我从来没想过放弃，在最困难
的时候，我会经常想起父母对我的
付出，为了不让自己的足球生涯就
这样沉沦下去，我就自己天天加练，
把身体练强壮，慢慢地，在队友教练
的帮助下就好些了，能坚持下来要
感谢我的家人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和鼓励。

成都商报：其实据说里皮是很
喜欢你的，只是恒大中场竞争太激
烈了而已。在你心目中，里皮是怎样
一种存在？

彭欣力：对我也还好吧，可能因
为我是技术流，还有我的大局观，传
球等方面，这几点比较吸引他吧。但
当时队里面人员比较丰富，我的年
龄也还小，能力确实也达不到教练
的要求，在我心中里皮是一个很严
厉的人，很有气场。

成都商报：这次里皮把你重新
招入国家队，见到他之后，有单独聊
过些什么吗？

彭欣力：再次和里皮见面感觉
很亲切，但没有单独聊天，只是见面
时问候了一下。

成都商报：应该说你和里皮彼
此之间都很熟悉，这是否能帮助你
迅速融入到国家队中？

彭欣力：这次入选名单中有很
多恒大球员，我们也非常熟悉了，在
国足报到后，看到很多之前在恒大
的老大哥，我们都特别亲切，大家相
互问候开玩笑，一切都非常融洽，融
入球队肯定没问题。

成都商报：说说你在重庆斯威
的情况吧。最开始去重庆的时候，有
没有比较陌生的感觉？用了多久才
在队里找到感觉？

彭欣力：重庆和成都的生活习
惯差不多，所以适应起来也很快，作
为职业球员，应对新环境还是比较
擅长的。

成都商报：不得不说，这两年你
的进步真的很明显，不但大局观、中
场组织、传球功力没丢，还在防守上
做得非常好，去年中超更是以 131
次抢断，排名抢断榜第二位，仅次于
延边的池忠国。其实你给大家的印
象，是身材还稍显单薄，作为非“兽
腰”、非“工兵”型球员，你是怎么取

得如此多的抢断的？平时在训练时
有刻意加强这方面的练习吗？

彭欣力：数据我也不是特别清
楚。可能和技战术打法有关系吧。
平时在训练中肯定会全力以赴，也
没有特意去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成都商报：从你出道以来，就不
断有教练、球员、球迷和媒体说你风
格很像法布雷加斯，你自己觉得呢？
你喜欢法布雷加斯吗，或者说你最
喜欢的球员是谁？

彭欣力：这个不敢当，现在我比
较均衡吧，法布雷加斯是我喜欢的
那种类型的球员。技术流的球员我
都特别欣赏。

成都商报：你这次入选国家队，
也是2015年张池明入选国足后，近
三年以来首次有成都籍球员入选国
家队，成都球迷也很为你感到高兴。
成都刚刚成立了兴城足球俱乐部，
也是12年来首次由本地企业控股，
球迷们也希望将来球队能召回越来
越多的成都球员。作为成都足球自
己培养出的青训精英，你希望将来
有一天能回来吗？

彭欣力：我从小就在成都长大，
也是成都培养的我，最近几年回来，
我觉得不现实，至于以后，有机会我
也愿意回成都踢球。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姜山 发自南宁

他是继张池明之后近三年来首位入选国家队的成都籍球员

再成国脚,彭欣力：
里皮看重我的大局观和传球

本届“中国杯”，里皮召进了许多新人。自
小在成都长大的彭欣力是其中之一。他是自
2015年张池明入选国足后，近三年来首位入
选国家队的成都籍球员。但很多人都忘了，6
年前，他曾经被卡马乔看中，入选过国家队。
今年是彭欣力征战中超的第九个年头，2008
年，他在中超赛场上，出任后腰首发出场，成
为中超登场年龄最小的球员，表现令人惊艳。
但在2011年加盟恒大后，彭欣力没有获得里
皮的信任，辗转至中乙踢球。然而，他并没有
沉沦，上演了一出从中乙到中超的逆袭。

在四川足球业内人士看来，彭欣力肯定
会在将来入选国家队，他的成就一定会超过
当年的马明宇。这名技术意识突出、视野开阔
的球员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在国足下榻的南宁万达文华酒
店，对彭欣力进行了专访。他表示，在时隔6年
后重回国家队，自己的心态、技术更成熟，希
望里皮重新认识自己。

谈入选
“接到通知时挺意外，
回去后请队友吃饭”

谈过去
低谷时从未想过放弃，
现在心态更成熟

谈里皮
“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很有气场”

谈未来
“以后有机会我愿意回成
都踢球”

为提升市民口腔保健意识，自“春
牙计划”启动以来，市民纷纷拨打电话
申请8.8元特价做牙、7项口腔免费检
查等福利，详情请拨本报四川名医热
线028-69982575咨询及预约！

市民福利：500颗牙8.8元做

为让更多市民获得实惠，也让更
多缺牙者以更优惠的价格重获一口好
牙，此次“春牙计划”特面向全省开放
500个特惠做牙名额。即日起，凡缺牙、
牙松动、假牙不适等市民，年龄在18至
100 周 岁 ，都 可 以 通 过 拨 打 热 线
028-69982575报名，申请8.8元特价做
牙（共计500颗，3月内抽完）、7项口腔
检查费用全免、假牙抵现金（100元/
颗）等福利，更省钱省心修复缺牙。报
名时间：即日起至本周日。

种植牙，咀嚼力堪比真牙

戴活动假牙的市民可能有这样的
苦恼：易松动、脱落不说，吃东西没味
道。种植牙有牙根，其咀嚼压力通过假
牙传递至牙槽骨，因而能够承受较大
的牙合力，具有较强的固位力与稳定
性，咀嚼力度也是极其接近真牙。

3月31日，种植牙专场特惠

为让市民更深入了解种植牙，3月
31日将开展种植牙专场特惠：8.8元做
牙、7项口腔检查费用全免、现场看种
牙手术全过程。种牙送电饭煲、豆芽
机、按摩仪等好礼。名额有限，市民请
拨热线报名。
【读者福利】

拨028-69982575，可申请7项口
腔检查费用全免，每日限20个名额。

3月26日直播预告

15：35 中国杯三四名决赛
中国VS捷克 CCTV5

2018年的“世界水日&中国
水周”依然在平凡的生活中为大
家共筑着美好，关于水的话题，
今年最大的亮点当属华润怡宝
协同有关部门、行业专家、公益
组织及青年大学生等多方优秀
公益力量共同发起的“水公益”
平台。

本次活动通过在全国高校
进行招募优秀青年讲者的“水
说公益”全国公益演讲大会，邀
请环保、疾控、营养等科研领域
专家参与的“饮用水安全与健
康”高峰论坛以及在全国范围
联合多家优秀水公益组织实施
公益践行的系列公益活动构
成，以此将华润怡宝水公益计
划在多维度进行落地。这是华
润怡宝自2006年践行“水公益”
以来的升级动作，同时也是与
华润怡宝在“救灾、春运、高考”
等方面的公益践行共同构筑起
更加立体的水公益行动金字
塔，将持续领航中国饮料行业
在水环保、水人文、水科普方面
的责任担当。

随着2018华润怡宝水全国
公益行动正式启动，华润怡宝水

公益计划全国公益宣传与公益
行动相继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多个城市展开，联合全国各地的
公益组织共同发起公益行动。通
过举办多场次的水公益科普讲
堂，携手公益团体进行日常护水
行动，协助科研单位实地监测湖
河水质等行动实施保护水体的
公益践行。

华润怡宝水全国公益行动
首场活动于3月23日，以《饮用水
安全与健康》为主题，通过公益
课堂的形式走进成都校园。活动
当天，某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水科
普讲师与190余名学生和家长、
50余名志愿者于成都花园国际
小学，展开了一堂有趣的水科普
知识讲座。作为华润怡宝水公益
计划的主要行动内容之一，本次
水科普课堂得到了学校全体师
生的热烈欢迎。活动以活泼生
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学生及家
长们围绕“日常饮用水的安全”、

“水与人体健康”等话题进行了
科普互动。

通过本次水科普知识讲座，
同学们了解到科学取水、科学用
水、科学饮水的重要性。在水科

普讲座及互动实验的过程中，同
学们踊跃提问、细心观察，更在
活动后畅谈感想和收获。很多同
学表示通过这场活动，不仅对水
有了更科学的认知，更坚定了成
为一名水公益小小志愿者的决
心。水公益事业需要全社会坚持
不懈地投入精力，而少年儿童作
为水公益事业的未来，通过立足
科学的水科普课堂，使他们从小
建立保护水生态、珍惜水资源、
关注水安全的水公益意识，这样
才能够让水公益事业的未来做
到可持续发展。

华润怡宝作为中国包装饮
用水行业的中坚力量，始终牢
记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向消费
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饮用水，更
致力于“水人文、水科普、水环
保”的绿色理念倡导。水资源保
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社
会每一个人的付出和延续，爱
护水环境，珍惜水资源，关注水
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各
方水公益力量，呼吁全民从我
做起，从身边点滴做起，共同践
行水环保、助力水安全，构筑更
好的水环境未来。

2018华润怡宝
水公益行动全国开展

（广告）

缺牙者想恢复牙齿咀嚼力
种牙8.8元，报名倒计时

彭欣力（右）在赛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