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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坛夏季转会窗口开启已有
15天，从近期的转会操作看，回购
球员或回聘教练已经成为不少国内
外球队的选择。从德甲多特蒙德回
购前队长胡梅尔斯到中超广州恒大
回购埃尔克森……足坛“回头草”到
底香不香？

开窗期较平静，
回归大戏成焦点

今年中超与五大联赛的夏季窗
口长度基本在 1 个月至 2 个月区
间。由于处于夏窗初始阶段，目前
的转会市场整体较为平静。国外足
坛阿扎尔加盟皇马、马竞超 1亿欧
买下 20岁小将是为数不多的“爆
点”。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球队与此
前当家球星的再续前缘，成为相对
轰动的因素。比如多特蒙德从死敌
拜仁回购前队长胡梅尔斯、41岁老
将布冯回归尤文，包括传闻中的内
马尔希望回归巴萨、拜仁有意回购
曼朱基奇……

国内赛场中回归的戏码也不
少，埃尔克森从上海上港回到此前
效力 4年的广州恒大、上赛季将升
班马北京人和打造成黑马的主帅加
西亚回归、总经理周军在大连一方
就任 15个月后返回上海申花“救
火”。

整体来看，回归的元素在今年
夏窗初期占据了一定比重，也成为
球迷关注的最大焦点之一。

足坛“回头草”香吗？

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在

足坛中，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好马吃
“回头草”的现象较为普遍。至于双
方再续前缘后是“真香”还是“不
香”，取决于很多因素。

在引进埃尔克森之前，恒大已
经有过两次回购外援的经历。在
2017年夏天，恒大曾买回“猎豹”穆
里奇，2018年夏天，恒大从巴萨回
购保利尼奥。两笔交易都满足了当
时恒大的需求。穆里奇很好地缓解
了当时球队在中前场实力不足的问
题，保利尼奥则是在回归后的19场
比赛中取得 13粒进球和 7次助攻，
将远离争冠区的恒大重新拽回争冠
行列。西甲球队马竞也有回购球员

的“传统”，经历长期低谷的托雷斯
在 2015年初回归状态展现出一定
的起色，并在2018赛季随队获得欧
联杯冠军，为马竞生涯画上圆满句
号。

当然，失败的回购操作也不
少。卡卡回归AC米兰后再也不是
追风少年，外加球队整体实力也远
非曾经的冠军级别，想“落叶归根”
的卡卡在经历了一个平庸的赛季后
选择离开。

所以“回头草”香不香，极大程
度取决于时机以及球队与球员的状
态。如果球队处在用人荒，而球员
也处于不错的水准，那么极有可能

凭借着默契，在短时间内形成化学
反应。如果球队早已今非昔比，球
员实力也下滑严重，那么在这种情
况下双方很难再获成功。

再续前缘，他们会成功吗？

夏窗的几笔回归交易初衷各有
不同，胡梅尔斯与埃尔克森回归补
强的意味较大。加西亚回归北京人
和，周军回归上海申花，“救火”的意
味较重。而布冯回归尤文多是情怀
因素，以此让这位效力17载的老将
在尤文落叶归根。

从情理上，胡梅尔斯在互为死
敌球队间的转会行为比较让人难以
接受。但就目前来看，胡梅尔斯的
此次回归还是可以达到多赢效果。
以实力和精神属性来看，31岁的胡
梅尔斯会给球队带来帮助，能否成
功的重要因素在于他在巨大舆论压
力下的自我调整。

时隔三年半回归广州恒大，29
岁的埃尔克森多了一丝沧桑，他的
回归将会极大程度解决恒大锋无力
的问题。除此之外，更大的意义恐
怕是以此尽快完成归化手续，早日
成为中国国家队的一员，进一步增
强国足实力。

相比于胡梅尔斯和埃尔克森起
到的升华作用，回归“救火”的加西
亚与周军成功难度相对更大。不过
从申花引进沙拉维、金信煜，邀请崔
康熙执教的操作来看，保级前景还
是较为乐观。但对于加西亚来说，
北京人和已今非昔比，能否完成保
级重任要画上一个问号。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为国际戏剧界重要戏剧节
之一的阿维尼翁戏剧节，近日在
法国阿维尼翁拉开帷幕。在接下
来的一个月里，10余万来自世界
各地的戏剧爱好者与游客将参与
到这一世界剧坛盛事，有机会欣
赏到2000余场精彩的戏剧演出。

今年，有10余个中国剧目在
阿维尼翁的戏剧舞台上精彩上
演。其中孟京辉导演的《茶馆》受
邀进入戏剧节核心板块 IN单元
演出。这是中国当代戏剧首次进
入 IN单元，是中法戏剧交流的一
个重要成果。与此同时，《茶馆》
也作为特别剧目进入在阿维尼翁
举办的“聚焦中国”展演活动。

阿维尼翁戏剧节“聚焦中国”
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受中国文化
和旅游部委托举办的主题活动，
旨在通过中国优秀戏剧剧目的集
中展演，加强中法两国在戏剧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借助国
际高水平艺术节平台，集中展示
中国当代优秀表演艺术，积极推
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助力中国文
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今年，共有5部形式不同、风
格各异的剧目入选“聚焦中国”展
演。包括孟京辉戏剧工作室的
《茶馆》和面向全国范围内征集、
遴选出的 4个优秀剧目：三拓旗
剧团的肢体剧《水生》，以改编《聊
斋志异》中的故事，反映现实生活
中的悲喜、情义和善恶；江苏省苏
州昆剧院排演的昆曲《浮生六
记》，以传统戏曲形式展现经典散
文中雅致的苏式生活方式；上海

音乐厅出品的音乐舞蹈剧《水
腔》，以湘西苗歌歌调把中国西南
少数民族传统仪式带入当代；北
京青年戏剧工作者协会选送的话
剧《嘿，是我》，以一个“莫比乌斯
环”式的故事，探讨命运中创造与
被创造的关系。

“希望更多的观众和媒体朋
友能通过这5部新创中国舞台艺
术作品，加深对中国当代戏剧和
当代中国的了解。”中国文化和旅
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郑
浩在“聚焦中国”的开幕式上表
示。

阿维尼翁戏剧节是欧洲乃至
世界知名的戏剧节之一，是展示
各国戏剧艺术的重要窗口，也是
各国戏剧工作者开展交流的重要
平台。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支持
下，中国戏剧团组自2011年起连
续 8年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累
计演出当代戏剧作品27部，演出
场次 1000余场。在阿维尼翁市
政府和阿维尼翁戏剧节的支持
下，大量中国戏剧作品在阿维尼
翁展示，有效促进了中法戏剧交
流与合作。

“多年以来，阿维尼翁见证了
中法戏剧家的交流和中法文化对
话的不断深入，中国元素已经成
为阿维尼翁戏剧节重要的组成部
分，中国文化已为更多的当地人
了解和喜爱。”阿维尼翁市市长希
西莉·艾尔说。她期待未来能以

“聚焦中国”活动为平台，继续加
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来源：人民网）

8月 2日到 4日，中国女排将
在宁波北仑迎来今年最重要的比
赛——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届
时，中国女排将与土耳其女排、德
国女排、捷克女排争夺 1张奥运
会入场券。目前，中国女排总教
练郎平正带领朱婷、张常宁、丁霞
等超过 20名队员在北仑紧锣密
鼓地备战，上周参加世界女排联
赛的队员已经全部归队。

郎平对资格赛高度重视，她
认为比赛的难度不亚于奥运会，
因为世界排坛一共只有 12支队
伍能获得参赛资格。上周，中国

女排派出二线阵容获得世界女排
联赛第 3名。郎平表示，赛果在
意料之内，她强调，中国女排的阵
容没有二队、替补的说法，只有根
据比赛情况先上或后上的问题。

“我们在里约奥运会半决赛中对
荷兰女排，12 名运动员都上场
了，那你能告诉我谁是主力吗？”
她透露，经过世界女排联赛的锻
炼，队伍看到了不足，剩下的3周
时间，全队将专攻细节，调整状
态，并重点研究对手。

（来源：广州日报）

国际足联官网近日更新
女足世界排名，中国女足
1838 分，排名并未发生变
动，依然维持在第16位，但
亚洲排名超越韩国升至第4。

法国世界杯刚刚结束，
女足的排名榜单迎来大洗
牌。成功卫冕世界杯冠军的
美国女足继续高居榜首，亚
军荷兰女足跃居第三。日本
女足跌至第11位，迷失法兰
西的韩国女足此番排名下滑
6位，暂居第 20名。未获世
界杯参赛资格的朝鲜女足反
而上升两位，暂列第 9，亚
洲第一。

本届世界杯，中国女足
表现差强人意，在小组赛中
一球小负德国，随后战胜南
非，逼平强敌西班牙，仅凭
净胜球劣势屈居小组第三。

不过，手握 4分的中国女足
以四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
身份晋级淘汰赛后，1/8决赛
中遭遇意大利女足。最终经
过90分钟鏖战，局面不落下
风的中国队以 0∶2 不敌对
手，惨遭淘汰。

虽然止步 16强，但中国
女足的世界排名并未受到太
多波及，依然位居第16位。

附：最新一期女足世界
排名前20名单：

1.美国、2.德国、3.荷
兰、4.法国、5.英格兰、6.
瑞典、7.加拿大、8.澳大利
亚、9.朝鲜、10.巴西、11.
日本、 12. 挪威、 13. 西班
牙、14. 意大利、15. 丹麦、
16. 中国、 17. 冰岛、 18. 瑞
士、19.比利时、20.韩国

（来源：中国新闻网）

77部电影的很多出品方都是
一些小公司，有些甚至全年就只推
出这一部作品，大量都是注册资本
金在百万规模的中小公司，但也有
一些在电影行业里比较知名的公
司，《逆流大叔》的主要出品方是天
下一电影制作有限公司，由阿里巴
巴影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海上

浮城》就只有 51万票房，“此前几
年资本大热造成行业里资本不断
涌入，例如去年就有很多电影还没
来得及上映，但又不可能不上映，
所以大部分小片也管不了排片率
和票房情况进行上映。”电影市场
专家蒋勇表示，今年上半年的经济
形势对人们收入有一定影响，最重

要的是今年电影票价上涨，造成
了很多观众的流失，“其实就现在
来说，不过百万电影数据增大是
非常正常的，打个比方，以前电
影票可能十几元、二十几元一
张，或者还有票补的、优惠的几
块钱的，你花这些钱去看一部小
片，哪怕再烂最后还是能接受，

如有意外惊喜则更好。但现在电
商泡沫退却，大概没有观众会随
便花三四十块钱去看一部（看上
去）很不值得的电影。这类小片
一是得不到院线的排片支持，二
是得不到观众的随便打赏，自然
会票房越来越惨淡。”

（来源：新京报）

国内外足坛频频上演回归大戏
“回头草”到底香不香？

阿维尼翁戏剧节聚焦中国

中国女排将迎
东京奥运会资格赛

郎平称不分主力替补

国际足联更新女足世界排名
中国队仍居第16位

今年上半年近三成电影票房不足百万
上半年过去了，从春节档一骑

绝尘创造46亿票房巅峰的《流浪地
球》到四月大热的漫威超级英雄大
片《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单片
收报 40亿元票房早已不再罕见。
然而，就在单片票房不断载入影史
史册、票房纪录不断突破的当下，依
然有大多数“小片”仍旧在浪潮汹涌
的大盘中上演“求生”戏码。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目前，2019年上半年
共新上映电影 252部（国产片 185
部，引进片67部），其中有77部电影

票房不过百万，占上半年上映电影
总数的近三成。这 77部影片合计
贡献了3030万票房，仅占上半年总
票房（311.6亿元）的 0.09%，不到千
分之一。面对风云骤变的中国影
市，如今市场都在盼望头部影片出
现，各家影视公司都在精打细算的
情况下，为何还有如此多炮灰小片
乐此不疲？哪个类型的电影最容易
炮灰？这样的小片对市场究竟有什
么影响？

根据专资办票房统计，2019年
内地影市上半年中票房达到 311.6
亿元，与去年上半年320.3亿票房成
绩相比少了 8.7亿元。票房未过百
万的77部电影，票房总共相加起来
只有3030万元，77部电影中票房超
过50万的影片只有27部，其中进口
片 9部，其他影片大多是国产剧情
片。电影类型以喜剧为主，其中也
有很多偏文艺的作品及戏曲、纪录

片等小众类型影片。这些炮灰影片
数量最多的月份集中体现在1月和
6月，分别达到 17部。总的来看，
《一路疯癫》《最后一刻》《海风吹过
零丁洋》《我要上头条》《极限速递》
等12部电影票房还未过10万元，最
低的一部是由聂如良执导的爱情剧
情片《今世未了缘》，该片于 3月 14
日上映只有 4万票房，上映首日该
片只有0.2%的排片。

票房
77部电影总票房刚过3000万

近年来，口碑成为一部电影
票房成败的关键，出现了不少好
口碑引发高票房的意外案例。但
依然有些电影无论口碑如何，都
难以引爆票房，在今年上半年票
房不过百万的影片中不乏口碑佳
作，例如由导演吴京多次在社交
平台力捧，颇具现实意义的《学
区房 72 小时》，由于上映时期

“生不逢时”，与目前已突破12亿

票房的《蜘蛛侠：英雄远征》同
天上映，豆瓣评分 7.1分，从上
映首日的1000元逐渐飙升到最尾
一日的 55.6万，票房虽然呈现逆
袭曲线，但怎奈基数太低，最终
该片勉强凑够 99.7 万的综合票
房，成为未过百万电影中的头号
选手。事实上，《学区房 72 小
时》后期口碑上转化为票房的效
果还算明显，未过百万大军中有

更多炮灰电影却难逃被遗忘的命
运，例如法国电影 《监护风
云》，有关于家暴、家庭伦理题
材也很深沉，豆瓣评分 7.3 分，
最终也只有83万；具有独特风格
的动画佳片《白牙》也被市场抛
弃，豆瓣评分同样达到 7.6 分，
仅收获了62万票房，被业内认为
是上半年被严重低估的动画电
影。

口碑
小体量好评佳作无法逆袭票房

市场
票价过高影响观众观影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