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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车党”意欲抢劫手表
小里皮躲进车库逃过一劫

意大利警方进行初步调查的结果是
这是一起抢劫事件。大卫·里皮手上一直

戴着一块昂贵的劳力士
手表，裤子口袋里有一个
钱包，手上拿着一台智能
手机。大卫住在米兰市中
心的普罗卡奇尼大街上，
周四晚上，当他八点左右
回到家时，他遭遇到三名
匪徒的袭击。

匪徒开着两辆摩托
车、用摩托车头盔突然
从后面罩住了他的头
部。整个袭击非常迅速，
他们把受害者的头部罩
住之后迅速下车，对他
拳打脚踢。好在大卫·里
皮对自己家附近的地形
非常熟悉，他趁对方不

注意，突然冲进了自己家公寓的车库。在
匪徒离开后，大卫·里皮迅速报了警。他
跟警察说，匪徒在离开时，还冲着他喊了
一句，“我会杀了你！”

大卫·里皮还回忆道，当时他遭遇拳打
脚踢，他曾尝试反抗，但是他发现自己难以
以一敌三。所以他迅速冲向自己的公寓车
库，他躲了进去并马上打电话给秘书。

警方正在确定匪徒身份
疑与小里皮经纪人身份有关

大卫·里皮今年42岁，他是Reset体育
公司的创始人兼老板、国际足联注册经
纪人。他于2007年创立了这家公司，目标
是“体育市场一站式经纪代理以及营销
活动：从赛事运作到赞助活动，名人肖像
权管理，从职业选手到年轻球员。”现在，
这样一站式的体育公司在意大利只有大
卫·里皮Reset公司这么一家。他代理的球
员有国际米兰的博尔哈·瓦莱罗、波利塔
诺，尤文图斯的基耶利尼、斯皮纳佐拉，

拉齐奥的卡塞雷斯等。
大卫是里皮与妻子西蒙内特的儿子，

两人还育有一个女儿斯蒂芬妮。周四晚上，
当匪徒走了之后，大卫·里皮跑去警察局报
警。但是他不记得对方是否是说意大利语，
因为他们的语调没有什么变化。警方当即
开始调查，因为大卫·里皮家附近是交通枢
纽，所以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

他们希望通过看录像找到蛛丝马迹，
不过调来监控录像后，他们发现很难识别
三名匪徒的面部信息，因为他们全部都戴
了摩托车头盔。很可能就是大卫·里皮被跟
踪了。现在警方正在进行调查，他们不排除
这次袭击可能与大卫·里皮的工作有关联。

里皮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第二天继续带队训练

这次的袭击案正好发生在中国队在
亚洲杯征程的关键时刻，马塞洛·里皮的
球队将在本周日迎战淘汰赛第一个对手
泰国队。马塞洛的妻子、也就是大卫·里
皮的母亲西蒙内特已经来到阿联酋，陪
伴丈夫征战亚洲杯。当天晚上，里皮夫妇
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儿子遇袭的消息，虽
然阿联酋时间已经是凌晨，但是里皮还
是马上紧张地打了电话给儿子。大卫告
诉父亲，“我很好，爸爸。”

里皮终于松了一口气，安慰了妻子。
他继续回到床上睡觉，但是心中一直有
种不好的念头。他当晚并没有对外透露
任何事情，直到第二天、也就是周五早上
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酒店用早餐时才将
此事告诉了他的团队成员。而当时，他团
队中已经有人通过网络看到了这个消
息。每个人都去问里皮是否需要帮助，里
皮跟所有人说一切安好。当天，他们继续
来到球场进行紧张的赛前备战训练。

意大利《米兰体育报》法比奥·里卡
利 特约撰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发自阿联酋

佩奇
一年吸金95亿元

17日晚，一则《啥是佩奇》的电影宣
传片刷爆朋友圈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

“她爹也是猪，她娘也是猪，儿子还是
猪，一窝猪。”带着口音的一句话瞬间成
为了人们对小猪佩奇最大的记忆点。然
而，记者调查发现，小猪佩奇不仅是猪，
还是其所属公司Entertainment One旗
下一年营收近百亿元的超现象级动画
IP。据该公司2018年财报显示，小猪佩
奇IP在这一年中为其贡献了约95.56亿
元人民币的收入。

《小猪佩奇》（Peppa Pig）是英国上
市公司Entertainment One（以下简称

“eOne”）旗下的动画产品。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翻阅其2018年年报（an-
nual report &accounts 2018）发现，IP小
猪佩奇为该公司贡献的收入（revenue）
达到847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45亿
元）。另外，IP小猪佩奇的零售额（retail
sales）达到1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8.11
亿元）。仅该两项，IP小猪佩奇就为
eOne贡献了近百亿元的营业收入，达
到惊人的95.56亿元人民币。

财报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孩子，称
其将在中国和日本等重要的新市场继
续开拓。尤其是中国的孩子，非常喜欢

《小猪佩奇》中积极的家庭价值观和迷
人的故事。同时，该财报披露称，自从在
中国推出《小猪佩奇》以来，其相关书籍
的销量在中国已经超过4000万册。目
前 ，《 小 猪 佩 奇 》在 中 央 电 视 台
（CCTV）、腾讯视频、爱奇艺和优酷等
平台上的播放量超过600亿次。

昨日，记者发现，#小猪佩奇#话题
在微博上的阅读量达到3.8亿，在腾讯
视频上的播放量达到322.2亿次，在爱奇
艺 的 热 度 为 4828，在 优 酷 的 热 度 为
8015，位于其热搜榜单第三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杨佩雯

佩奇是爱，
是年，

是团圆！

大战当前
里皮儿子遭遇死亡威胁
独家连线小里皮：我当时非常害怕，好在最终我没事
里皮紧急联系儿子，收到平安消息后照常带领国足训练

《啥是佩奇》短片火爆网络,
专访导演张大鹏——

1月17日晚上，动画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通过官方微博向外界公布了一支短
片，短片的名字为《啥是佩奇》，这个短片因为创意新颖迅速刷爆朋友圈。视频主要讲
述了生活在大山里的留守老人李玉宝，为了给他城里的孙子准备新年礼物，问遍全村
啥是佩奇的故事，一段近6分钟的视频让人看得既心酸又感动。昨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专访了该片导演张大鹏，起底《啥是佩奇》策划幕后。原来，这个短片竟是为
猪年大年初一上映的动画+真人结合形式的《小猪佩奇过大年》策划造势。

一场袭击，发生在意大利米兰街头。
两辆摩托车，载着三个人，悄然逼近

了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他们拳打脚踢，
目标是抢劫男子的手表。而这名受害者，
正是中国国家队主帅马塞洛·里皮的儿
子大卫·里皮。幸运的是，大卫·里皮躲进
了自家公寓的车库，最终逃过一劫。匪徒
在离开时，还冲着他喊了一句，“我会杀
了你！”

18日一大早，得到消息的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特约撰稿人——《米兰体育报》
记者法比奥·里卡利独家拨通了大卫·里
皮的电话，“我当时非常害怕，好在最终我
没事！不幸的是，我必须考虑有些人和事
是否牵涉其中。”他这么说的意思是指，米
兰的犯罪分子从未让这座城市的居民感
到过安全。

而这一切，发生在亚洲杯八分之一决
赛中国VS泰国大战的前夕。儿子遭遇死
亡威胁让身在阿联酋的国足主帅里皮忧
心不已，不过在他联系了儿子得到平安的
消息后，他安慰了妻子并照常带队进行紧
张的赛前备战训练。

故事如何构架的？
“不希望让影片太过说教”

张大鹏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执导过
大量广告短片、宣传片。动画+真人结合形
式的《小猪佩奇过大年》，是他首次执导的
剧情长片，该片猪年大年初一上映。真人
演员阵容有：朱亚文、刘芸、王圣迪、单禹
豪组成欢乐喜庆的一家四口，归亚蕾、方
青卓、常蓝天、李大光等老戏骨加盟助阵。

据悉，短片《啥是佩奇》的拍摄仅用时
两天，是贺岁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摄制
组原班人马拍摄制作，拍摄地在河北张家
口怀来县，拍摄的时候气温非常低，短片
启用的是当地的非职业演员，他们的表现
非常自然。

张大鹏表示，拍摄这部短片，首先当然
是为了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做宣传，“我
们希望从‘小猪佩奇’这个IP本身的主题来
做结合，佩奇作为全网最火的动画IP被诸
多人熟知，但这其中有很多人并不清楚小
猪佩奇IP的主旨——简单、快乐、家庭、陪
伴，这也是我们电影的核心主题，因此，传
递这个核心价值是我们创作的初衷。同时，
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讲述的是一个与中
国春节有关的故事，而春节回家过年更是
这个节日的传统，因此这也是我们可以和
电影内容联动的一个点。”

在架构故事中，张大鹏直言：“我们不
希望让影片太过说教，希望能让观众在笑
的过程中感受到影片的主题。因此，我们
决定以‘啥是佩奇’为主题，提前让观众感
受一下小猪佩奇自带的温馨潜质。”

短片《啥是佩奇》让动画电影《小猪
佩奇过大年》未映先火，从营销的角度
来看，这种尝试无疑是成功的，记者针
对此事也采访了业内人士，有影城经理
表示，“（对票房）会有提升的，至少好多
人都知道这片子了。”也有业内人士表
示，预告片的成功对电影不一定是好
事，假如电影观众不买账，会有一定的
心理落差。

对于短片的走红，导演张大鹏表示，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宽容的吧，大家
看完短片应该就能了解我们的团队是
很专业的，我们短片和正片的团队是同

一个团队，包括摄影师和导演都是我们
自己人。但正片我们是做的儿童片，并
没有像网友说的有社会人的属性。”张
大鹏说，做这个片子初衷也是因为家里
小孩是佩奇的铁粉，“这个电影的定位
也是希望合家欢，大人小孩老人都能
看，所以这个要求就会更简单和漂亮，
融入了很多轻松的歌舞，但核心主题还
是和短片一样的。”

《小猪佩奇过大年》由火爆的动画IP
《小猪佩奇》改编而成，据了解，英国动
画《小猪佩奇》如今已在全球180个地区
播放。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张大鹏表示，他们在策划内容时反
复思考：“‘佩奇’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
每个人每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思前想后，
答案是‘爱’啊，所以我们找到了河北张
家口老汉李玉宝来拍了这个视频，以他
和孙子之间送礼物的小故事，向大家传
递一个最简单的初衷：佩奇是爱，佩奇是
年，佩奇是团圆。”

张大鹏直言，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
频能有所感触，孩子想要的其实不多，只
要简单的一份爱，就足以让他们很开心。
春节期间放下工作、放下手机，多陪伴家
人和孩子，或者一起到影院，看他们最爱

的小猪佩奇电影。如果让大家引起共鸣，
戳中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觉得值了。

《啥是佩奇》走红的同时，也引来争
议，有声音表示，短片在“消费农村”，对此
张大鹏表示，“我们想体现的就是城市的
人的信息沟通，农村的老大爷没有信息沟
通，并不是说谁好谁不好。最大的问题就
是，第一他很爱他的孙子，第二就是他很
孤独，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并不是去“消费
农村”。而且村子里面，农村放羊的大爷都
在看直播，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如果一
个老人没带过孩子你问他什么是佩奇，哪
怕是城里人他可能也不会知道。”

不需要处方单却在药店买到了处方药，在服用
了药店服务员热情推荐的这款“清热散结片”后，凉
山州冕宁县5岁的肖肖（化名）出现了持续腹痛、高
烧等症状，最终确诊为千里光药物中毒引发肝衰
竭，医生说肝移植或许是孩子唯一的希望（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曾报道）。昨晚，冕宁县食品药品和工
商质量监管局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发来回
复，表示冕宁县高度重视，目前已成立调查处置小
组，正在积极处置。回复称，工作组要求全县药品经
营企业、使用单位暂停销售、使用涉事药品。肖肖的
父亲昨晚向记者表示，目前娃娃还在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儿童重症监护室，“情况不太好，医生说娃娃肝
功能没有恢复的迹象。”他说，目前只能等待合适的
肝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近期，成都一家洗衣厂在网上遭到集体差评，
客户称其欺骗消费者，与之合作的电商平台也受到
指责。去年12月，“邻家妈妈”洗衣厂与“联联周边
游”、“旅划算”、“邻聚惠”电商平台合作，推出一项

“88元洗6件衣物”的优惠活动，称一个星期左右可
寄回衣物。但直到一个月后，仍有几十名客户没有
收到寄出的衣服，还有客户反映自己的衣服遭到损
坏，部分下单却未预约成功的客户也要求退款。

“顺丰免费上门取送！87元抢价值210元邻家妈
妈洗衣套餐”，去年12月，一则优惠活动的推文，被
十几个微信公众号推送。赵女士通过电商平台“联
联周边游”，购买了洗衣厂“邻家妈妈”干洗6件衣服
的优惠券。按照提示，她将6件衣服寄往位于郫都区
的“邻家妈妈中央洗衣工厂”。赵女士告诉记者，平
台推广时称一个星期左右衣服就能寄回，但她等了
一个多月，现在邻家妈妈的电话打不通，联联周边
游的客服也不知道她的衣服在哪儿。

与她遭遇类似的人很多。在大众点评和美团
APP上，邻家妈妈的页面里有近百条差评，在打分
选项上，几乎所有客户都点的最低的1星。三个参与
推广活动的电商平台，联联周边游、旅划算、邻聚惠
也在评论中受到指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邻家妈妈的一
位负责人，对于客户们遭遇的“三种情况”，他均表
示“是正确的，我们要讲道理”。

“把事情想简单了，活动进行得很仓促。”该负
责人说，主要原因是和顺丰、电商平台三方都没准
备好，造成有五六十位客户的200多件衣服对不上
号，也联系不到客户，“一些客户的电话写错了，打
过去是空号，一些客户字迹比较草，认不出来。”

他说，这两百多件衣物已经送到电商平台，拍
照编号发到客户群，让客户们辨认。对于还没洗的
衣物，邻家妈妈方面愿意退款、退快递费。对于出现
损坏情况的衣物，也愿意按规定赔偿。

对于邻家妈妈的说法，电商平台们并不同意。
“对于订单量，我们之前和邻家妈妈是反复确认过
的。”联联周边游的客服告诉记者，活动开始后送往
邻家妈妈的衣服太多，量上面没有控制好，邻家妈
妈方面处理不过来，另外的确有客户留的电话前后
不一致，导致信息匹配不上。“他们实在太慢了，没
有什么效率。”

“第一次遇到这种商家（邻家妈妈），基本上在
我们这个圈子被封杀了，我们也很郁闷。”一名邻聚
惠的客服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电商平台买洗衣服务
200多件衣服滞留洗衣厂

5岁娃娃服药中毒后续

冕宁县成立调查处置小组
全县暂停销售涉事药品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18期开奖结果：
170直选：3229 注，每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6：8294注，每注奖金173元。（9301229.31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18期开奖结果：
17028 一等奖：56 注，每注奖金 10 万元。
（201396036.6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008期开奖结果：
8739547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 万元；
二等奖：12注，每注奖金32216元；三等奖：
191注，每注奖金1800元。（8651576.72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19日)

体
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9018期开奖结
果：142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9008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01 04 06 18 21 26 29，特别
号码：15（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06
期：313313333010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010期：
2131310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006期：
3133133330103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19日)

足
彩

张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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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皮照常带队训练

A 短片在“消费农村”？
“并不是说谁好谁不好”B

电影和短片有什么区别？
电影融入很多轻松歌舞C

过了腊八就是年，万家灯火之外，在公园城市
蓉城的大地上，地铁建设工地上坚守的建设者们，
用“全线不停工”的行动保证了建设进展。为致敬一
线建设者，向他们送去祝福、表达慰问，1月18日，由
市文明办、成都轨道集团、成都文明热线96110等单
位主办的“致敬城市建设者 五星大厨送团年饭”活
动，在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火车南站建设工地开
展。省文明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向建设者在成都地铁建设中付出的辛劳和汗
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问候。

成都轨道建设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把温暖
送到一线建设者身边，充分表达了对轨道交通参建
人员的关怀，对携手促进城市轨道交通加速成网具
有重要意义。目前，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全线未停
工，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在各个岗位上。在建设者们
的共同努力下，1月16日，18号线一二期工程天府新
站—龙泉山隧道进口区间右线盾构顺利穿越东风
渠，这也是18号线攻克的又一建设难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五星级大厨
为地铁建设工人送团年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