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西元

北京时间周三凌晨， 本
赛季亚冠决赛落下帷幕， 利
雅得新月在主场2∶0轻取浦项
制铁， 三年里第二次获得了
亚冠冠军。 由于本赛季只派
出预备队参赛的中超球队早
早出局， 中国球迷几乎没有
什么人关注亚冠。 但你不关
注， 不等于这项赛事就陷入
停滞， 今年的亚冠依然激烈
精彩。

利雅得新月的夺冠实至
名归， 特别是他们在决赛中
的表现。 浦项制铁也是一支
老牌强队了， 但是在对抗中
处于绝对下风。 2∶0的比分并
不能真实反应双方场上的表
现， 利雅得新月本该赢得更
多。 之前数个赛季， 亚冠是
东亚球队和澳大利亚球队的
舞台 ， 中日韩顶级俱乐部
“轮流坐庄”， 澳大利亚球队
抽冷子搅局一次。 西亚球队
很多年来都扮演着 “陪太子
读书” 的角色。 西亚球队本
来在战术素养、 体能以及执
行力上都弱于东亚球队， 加
之前些年东亚球队的大投
入， 西亚队在各方面的优势
都丧失殆尽。 实际上， 现在
这种东西亚分区的赛制， 其
实就是亚足联在保护西亚球
队， 怕西亚球队在打到8强、
4强时就全军覆没。

但是这两年， 无论在国
家队层面还是俱乐部层面 ，
我们都看到了以沙特为代表
的西亚球队的猛烈反弹。 沙
特足球前些年走过一些弯
路， 比如他们曾经派出一些
国脚到西甲留学， 但这些国

脚很难适应欧洲的足球和生
活 ， 在西甲鲜有出场机会 。
试图 “借腹怀胎” 的计划失
败， 沙特足球很快回到了正
路———发展联赛， 通过联赛
带动国家队的水平。 我们看
到现在这支威风八面的沙特
国家队， 全部球员都来自沙
特本土联赛， 也没有像中国
队这样大规模归化球员。 但
这些看上去 “走不出去” 的
沙特国脚， 却在世预赛和亚
冠赛场踢得相当现代化， 其
快速流畅程度， 感觉跟一些
欧洲球队没有什么区别。

沙特虽然让国脚们都留
在国内 ， 但他们并不是靠
“土药方 ” 治病的 。 沙特联
赛汇集了一大批一流外援
和一流外教， 这些外援、 外
教带动了沙特本土球员水平
的提高。 像这支利雅得新月
的主教练雅尔迪姆， 当年在
法甲带领摩纳哥掀翻过大
巴黎， 并且在欧冠比赛中打

进4强， 还培养出了姆巴佩这
样的巨星。 如此高水平的外
教带队， 球队和球员的水平
很难不提高。 亚冠决赛中为
利雅得新月建功的马里国
脚马雷加， 前两年还在葡超
和欧冠上大杀四方， 是葡超
一流强队波尔图的当家中
锋。

沙特足球现在走的路让
人很 “眼熟 ”， 因为中国足
球也有过一段黄金的 “金元
时代 ”。 现在我们总是在痛
斥那个时代多么糟糕、 多么
虚伪、 给中国足球带来了多
少 危 害 ， 可 回 头 再 看 一
看———那个时代至少恒大队
曾两夺亚洲冠军， 至少里皮
的国家队还能在世预赛击败
韩国、 卡塔尔这样的亚洲一
流强队。 现在的我们似乎回
归了理性， 可得到的结果是
俱乐部纷纷倒闭、 国家队弱
不禁风， 谁能给总结一下这
是什么原因呢？

西亚足球渐渐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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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反转的群像戏

《扬名立万》 的故事设置，
像是一出 “剧本杀”： 民国时期
的上海， 一群不得志的电影人被
大富翁召集到一座神秘别墅里，
名为召开电影策划会， 实则是要
复盘轰动一时的重大命案。

而正当他们讨论越来越激
烈， 希望借一部惊天大片扬名立
万时， 却不知 “凶手” 也来到了
现场， 所有人步步陷入一个巨大
迷局之中。

《报告老板》 的班底， 加上
民国、 悬疑、 喜剧等多重元素的
融合， 让 《扬名立万》 的前半段
笑点不断， 主创在抖包袱的过程

中也融入了对于电影创作的深刻
见解。

而连续不断的反转， 是这部
电影的一大亮点。 《扬名立万》
在塑造不同人物性格的同时， 也
有着巧妙的剧情结构设计， 戏中
戏、 案中案、 局中局、 人外人，
环环相扣， 剧情几经反转耐人寻
味， 看似意料之外， 却又在情理
之中。

不过， 导演刘循子墨在接受
采访时曾表示， 2018年底开始创
作电影剧本时， 剧本杀都没火，
影片基本上呈现的是开剧本会的
状态， 比起案件中的作案手法或

凶手是谁， 他更注重每个角色散
发出来的一些东西和人本身。

监制韩寒也在微博上说， 这
部电影原来叫 《一部电影的诞
生》， 他看着主创们一直反复打
磨剧本， “就像这部电影里那些
电影人一样， 就想着怎么才能拍
好一个故事。”

“真善” 的底色

如果说幽默讽刺和悬疑能吸
引观众入戏， 那 《扬名立万》 中
还有着角色的成长和升华， 影片
在看似推理的剧情背后， 讲述了

关于守护和正义的故事。
作为一部群像戏， 电影中的

主角个性分明 ， “烂片导演 ”
“颓 废 编 剧 ” “过 气 男 主 角 ”
“海归功夫明星” ……这群看上
去不靠谱的电影人， 其实都各有
缺点、 各有难处， 都是生活中常
见的 “小人物”。

他们从因为利益诱惑而加
入、 再到了解到事情的复杂性和
危险性后而想要退出， 最后生死
一线终于逃出生天， 明明可以置
身事外， 但依然义无反顾地通过
电影创作揭开了真相。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争论剧
本的创作方向， 反思电影的意义
和价值 ， 勇敢揭开各自的伪装
后， 露出的是他们表象背后更为
重要的善良底色。

有观众这样评论： “影片中
的 ‘电影工作者 ’ 虽然各有缺
点， 但这群平凡人却总能在最紧
急的时候保护善良的人， 闪耀出
了普通人的光芒。”

这部讲述电影的电影， 用讽
刺展示了抄袭、 炒作等电影行业
内的种种痼疾， 但同时也表达了
电影工作者对如何拍好电影的深
入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向观众剖
析自己的创作心路。

没有热档期， 同样成黑马

没有大牌明星、 没定在热门
档期 、 导演的大银幕处女作 ，
《扬名立万》 起初并没有得到特
别大的关注， 但却给了观众和电
影院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

回顾 2021年的中国电影市
场， 拿下票房前十名的国产电影
大都来自春节档、 国庆档、 暑期
档等重要档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
的现象是， 在越来越多电影选择
豪赌热档时， 也有不少被寄予厚
望的影片沦为了 “陪跑”。

“这部电影虽然有一些缺
点 ， 但我觉得看它 ， 你不会后
悔 ， 因为它的优点足够优秀 。”
如韩寒所说， 不少观后评论都提
到了影片中展现的诚意和对观众
的尊重。 可以说， 剧本扎实、 形
式创新、 口碑传播是影片得到认
可的关键。

《扬名立万》 这匹11月票房
“小黑马” 的诞生， 也让大家看
到 ， 档 期 并 不 能 与 票 房 完 全
画 上 等号 ， 冷门档期同样能诞
生佳作， 关键还是要靠口碑和质
量。

（中新）

在略显冷门的11月电影市场，
一匹黑马“扬名立万”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 记者
昨天了解到， 11月29日至30日，
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 “2021世界
交响乐北京论坛” 将以视频会议
方式举行。 来自全球五大洲、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 70家国际艺术
机构的百余位交响乐领域行业代
表将共同探索交响乐未来发展。

本届论坛主题为 “蓄势谋远
共创未来”， 论坛将围绕 “交响
乐的可持续发展” “交响乐团与
剧院： 构建城市文化地标” 两大
议题， 以及 “青年艺术家的培养
和扶持 ” “新作品的委约和推
广” “交响乐与科技赋能” 等方
向的话题展开讨论。 陈艺 摄

昨天， 记者在北京图书大厦三层看到， 新开辟的童书借阅区受到
家长和小读者青睐。 童书借阅区大约300平方米， 墙面以 “星辰大海”
的图案作为装饰。 动物造型的卡通椅、 可随意摆放的蒲团凳、 适合亲
子共读的小圆桌……在这里， 家长和孩子可以找到最舒服的方式， 沉
浸在书的世界里。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童书借阅受小读者青睐

据 猫 眼 专 业 版 ，
11 月 22 日 晚 ， 电 影
《扬名立万》 累计票房
突破4亿元。 在多部新
片上映的压力下 ， 该
片连续多日斩获单日
票房冠军 ， 豆瓣评分
达到7.6分， 展现了国
产悬疑喜剧的新风貌。
“十个项目九个凉， 商
业投资很正常。” 这句
经典台词也随着影片
的热映出圈 ， 《扬名
立万 》 是如何在档期
内脱颖而出的？

“2021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即将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