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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拉拉成为新赛季下课第一人

高洪波、曼萨诺
进入卓尔视线
记者俞国伟
昨天，卓尔主帅费拉拉下课！ 中甲联
赛前两轮，卓尔面对弱旅 1 平 1 负，如此惨
淡开局，显然与冲超志向不符，费拉拉由此
成中甲新赛季首位下课的主教练。

结果与过程都让人失望

《血战湘江》海报

拍摄现场用了 2 吨炸药、83 吨油料

《血战湘江》不靠电脑特效
记者万旭明

银幕上，8 万红军将士
浴血奋战，革命牺牲精神令
人 动 容 。 银 幕 外 ，《血 战 湘
江》 剧组也付出了大量汗
水。 影片主创昨日接受记
者 采 访 ， 对 时 下 “抗 日 神
剧”、抠图表演、炒作流量型
明星等现象表示了反对。

联赛仅过两轮， 主帅费拉拉就丢掉饭
碗。乍一听，确实有些急促。但仔细分析，费
帅下课原因除了带队成绩不佳， 更主要是
球队比赛过程也不尽如人意。 拥有中甲豪
阵的卓尔，两场比赛都没踢出像样的内容。
卓尔今年重金引进了 10 余名新援，洋
枪莫雷诺、埃弗拉均是中超级强援，被外界
视作冲超大热门，可前两战却令人大跌眼
镜。首轮主场被升班马保定队 1：1 逼平，中
场组织凌乱，频频起高球冲吊，这种“撞大
运”的打法，看不出一支强队模样。 次轮客
战上赛季的升班马梅州队，费拉拉突然变
阵，实际情况却更糟，后防多次被对手反击
打穿，而进攻推至前场再难以向禁区发展，
莫雷诺火力虽强，却几乎拿不到球。
中场运转不灵， 以致攻守两端始终处
于无序状态， 难以释放与球队豪华阵容相
匹配的战斗力， 是卓尔新赛季显露出的最
大问题。 首轮比赛仅 65 分钟，费拉拉就对
首发的三人中场更换了两人， 效果却不明
显。 如果说，首战还未完全进入状态，球队
磨合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那么，次轮越踢越
糟，三条线一盘散沙，根本看出战术套路，
显示出费拉拉对中场改造的无力与无奈。
两轮战罢， 卓尔 1 平 1 负排在中甲第
11 位， 相比两战全胜的领头羊深圳队，相
差的不仅仅是 5 个积分。 目前卓尔仅攻入
两粒入球，其中一个还是点球。 深圳队则
火力全开，两战打入 9 粒入球，而他们比赛
中所遇到困难也远远超过卓尔。 次轮客战
丽江， 在海拔 2000 多米的次高原比赛，一
球落后，队员们拼得靠吸氧完成比赛，最后
3：1 实现反超。

费拉拉改造球队没到位
《血战湘江》剧组，右四为导演陈力

记者刘洪洋 摄

拍摄现场像战场 不用绿幕，只用实拍
《血战湘江》的故事集中发生在 7 天 7 夜
中， 为了保护党中央尽快渡过湘江，8 万红军
将士们拼尽全力。 影片大部分时间都是战争场
面，近身肉搏、飞机轰炸、竹林枪战等无不惨
烈。
电影在拍摄过程中使用炸药 2 吨多、油
料 83 吨，尽管有大量危险的战争场面，却没

有依靠电脑特技。 导演陈力表示：“我们没有
用 3D，也没有用绿幕拍摄，不是我们反对高
科技，只是就这个题材而言，真实才能更打
动人。 ”所以，观众看到片中演员满脸灰土
时，那并不是化装的效果，而是实实在在地
被现场炸飞的尘土染黑。 陈力形容道：“拍摄
现场真跟战场一样，拍爆炸戏的时候，连我

们的遮阳篷都被掀翻了。 ”片中毛泽东带领
的第二纵队， 在片中扛着大量 铁 制 辎 重 行
军，着实令人心疼。 根据陈力透露，这些道具
都很重，并非泡沫制成，而因为人数庞大、预
算有限， 很多在片中扛辎重的都是军人，也
没有什么防护用品，常常要扛着沉重的道具
跑几公里。

对抗日神剧表示痛心 歪曲历史是对观众不负责
近年来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很多，但手撕
鬼子、裤裆藏雷等“抗日神剧”也不少。 对此，
《血战湘江》的主创们都表示不能容忍，陈力
痛批道：“为了票房、为了收视率而歪曲历史、
践踏历史，是创作人员三观不正，更是对观众

不负责任，对国家民族没有尊重。 ”在片中饰
演白崇禧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资深演员刘之冰
则斩钉截铁地说道：“现在确实有一股非常不
好的创作风气，但我从来没拍过那样的戏。 我
们要想成为被尊重的民族， 必须从方方面面

的细节入手，包括艺术作品的创作。 ”
周恩来特型演员孙维民则认为：“我不反
对艺术走向市场，但如何把握方向很重要。 在
影视作品和观众之间，选片、购片的工作人员
也很重要，要正确引导观众。 ”

选角不看名气看手艺 不助长歪风恶习
在《血战湘江》中，集结了王霙、孙维民、刘
之冰等资深演员， 他们在表演上已深耕多年，
却仍不放松。 王霙已饰演了近 60 次毛泽东，这
部戏中仍会一点一点抠角色的姿态、形体甚至
说话的重音。
此外，影片还选用了张一山、保剑锋、

耿 乐 、 王 大 治 等 青 年 演 员 ， 陈 力 表 示 ：“选
年轻演员的首要标准是合适， 我们选的
这些年轻演员首先都是演员，戏好、人也
要好。 现在被炒作的小鲜肉太多了，有的
都分不清长得什么样， 而且来一个演员
就带一大堆助理， 我们不能助长这样的

恶 习 。 ” 但 她 也 透 露 ，“在 合 适 的 前 提 下 ，
还得找熟人。 不是为关系，而是这部戏太
苦，战争戏的炸点再近，演员都得自己去
演。 而且我们也没什么钱，因为场地的原
因还超了期，这些演员都没计较，照样认
真来演。 ”

一把好牌，打成了相公。 很显然，费拉
拉对球队训练与磨合，并没有达到应有的
高度。
其实，卓尔今年冬训就显示出计划性
不强。 从昆明冬训返汉后，费拉拉表示，春
节后的训练将一直在光谷基地进行。之后，
球队又突然前往韩国拉练，在那刚打了两
场教学赛。 费拉拉又认为韩国场地条件不
好，将原本 10 天的拉练压缩成 7 天。 回汉
没几天，费拉拉又临时起意，提出将球队拉
到上海打一场教学赛。
事实上，中场控制力不足，容易被对手
打反击的问题，在韩国两场教学赛上就暴
露得很明显。 当时，费拉拉想到的是补充
新人增加后防能力，为此，他改变了留一
个内援名额到中期转会使用的打算，临时
提出再引进一名后卫。 于是，俱乐部紧急
启动，赶在转会窗口关闭前两天，敲定富力
队长张耀坤。
整个备战期，费拉拉不断“开方子”，俱
乐部都给予了绝对尊重，无条件满足了教
练组需要，包括重新更换训练设备，购买全
套意大利器材……
费拉拉是去年联赛中期接手卓尔，上赛
季指挥球队打了 14 场比赛，成功完成保级。
应该说， 对中甲与卓尔队都有充分的了解，
完全可以针对性很强的改造球队，将新赛季
备战做得很扎实，实际情况却出人意料。
卓尔新赛季兵力更强了，战斗力却不

卓尔首局战平， 已为费拉拉执教之
路蒙上阴影
记者李葳 摄
如上赛季， 也与卓尔的意大利助教马达洛
尼离任有关。上赛季，卓尔训练主要由马达
洛尼负责， 他之前是里皮执教恒大时的助
手，训练很有经验，无论是在恒大或卓尔，
都是马达洛尼把“菜备齐了”，只需主教练
“烩”一下就行。去年底里皮接手国足后，马
达洛尼也随之征调到国足。

无论换谁冲超目标不变
当然，费拉拉运气也不够好，卓尔前两
战三次击中门柱， 如果皮球稍稍再正一点，
可能就是两连胜了。 职业足球就是这么残
酷，你拿天价薪水，就得承受更挑剔的要求。
随着费拉拉下课， 包括他在内的 5 人
意大利教练团队已撤离俱乐部基地， 目前
球队的训练将由中方教练组负责。 卓尔队
下轮比赛是 4 月 2 日主场对阵北控， 俱乐
部正在紧急考察新的主帅人选， 争取在下
轮赛前新帅到位。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卓尔队最热门的
新帅人选，一个是前申花主帅曼萨诺，一个是
前国足主帅高洪波。 前者有多年执教中超经
验， 先后担任过北京国安、 上海申花的主教
练，对中国足球很了解，而且对球队改造上也
很有心得。 不过， 曼萨诺在中国足坛口碑很
好， 只要他愿意等， 根本不愁在中超拿到合
同。 卓尔能否赢得他的青睐尚不得而知。
去年 10 月，国足 0：2 不敌乌兹别克斯
坦后，高洪波主动辞去国足帅位。二度从国
足下课后，高洪波显然不太服气。作为最有
才华与追求的土帅， 他也渴望有个重新证
明自己的机会。 卓尔队目前球员实力并不
差，俱乐部又不差钱，对于高洪波应该是一
个理想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从 1999 年第一位外籍
主帅朴钟焕，到中途接手的科萨，以及随后
来到武汉的塞哈范、卡洛斯和图拔科维奇、
拜塞克，到如今的费拉拉，湖北职业足球史
上的 7 位外籍主帅均未带来惊喜。 而汉军
前三次成功冲入顶级联赛， 全部是由国内
教练带队完成：1997 年是殷立华，2004 年
是裴恩才，2012 年是郑雄。
据悉，经过换帅波折之后，俱乐部在新
帅选择上也非常慎重。 对于新帅的目标要
求，不仅有今年带队冲超的硬指标，还要考
虑冲超之后球队战术理念的延续性。

坐轮椅拍飙车戏

黄轩：还好没耽误后面的戏

八一厂与湖北合作多部影视作品

刘醒龙小说《十八婶》将上大银幕
本报讯（记者 万 旭 明）八一电影制片厂与
湖北合作推出的影片《血战湘江》正在全国巡
映，而更多与湖北相关的革命历史影视作品正
在创作中。 记者昨日获悉，刘醒龙小说《十八
婶》将被改编成电影，而毛泽东在湖北工作生
活的历史也将被制作成电视剧《梅岭一号》。
湖北是中国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为
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涌现出一批荆楚
英雄儿女。而近年来，我省对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影视作品的创作非常重视， 已推出的作品
包括 《海棠依旧》《铁血红安》《东方战场》《宜
昌保卫战》等。
导演陈力透露，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将与
湖北合作拍摄多部影视作品，目前有两部已
经在筹备中。 其中，电视剧《梅岭一号》反映
毛泽东在湖北的工作与生活，已经进行过两
次剧 本讨论会， 可能于今年底或明年 初 开
拍。 本地作家刘醒龙的小说《十八婶》也将搬

汉马对替跑蹭跑说不
本报讯（记者 高崇成 通讯员 杨鑫 杜思）2017
武汉马拉松将于 4 月 9 日开跑， 汉马组委会近日
提醒跑友严禁替跑， 一旦发现替跑现象有可能处
以终身禁止参加汉马。
来自于汉马组委会的消息称，雇佣枪手、私下
交易转让名额、将名额免费赠与他人使用、复制或
伪造号码布、使用往届或其他号码布、不佩戴号码
布蹭跑等现象，均将被认定为替跑。
一旦发现替跑行为， 汉马组委会和中国田协
将按照相关规定， 对参赛者和被顶替者作出相应

上大银幕，原著讲述了大别山区普通老百姓
的抗战故事。 此前，同名电影曾出现在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拍摄 制 作 备 案 信
息中，剧情梗概为：“一张由八路军签发的光
荣证，交到了十八婶的手上，但她蹊跷地发
现儿子并没有战死，而是逃了回来。 她包庇
着儿子，却又暗中破解其中的秘密。 事实上，
儿子身衔使命，由懦弱胆小成长了起来，并最
终捣毁了日军军营。 ”

违规者可能终身禁赛

的处罚。其中，利用虚假信息获取参赛资格或者转
让号码布参赛，一经组委会核实确认，比赛中发生
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 转让者和受让者还将终身
被禁止参加汉马。
今年汉马将祭出 5 招打假： 汉马物品发放时不
允许代领参赛包，只能由本人领取；防伪技术升级，
使用荧光防伪甄别号码布；起点安检升级，增加远端
分拣口，增加安检机，快速检录，提升安检质量；半程
集结区增加计时毯，杜绝半程选手到全程区混跑；赛
后对照比赛录像和照片核查，让替跑者无所遁形。

又讯 2017 年汉马拉拉队选拔赛日前进行，共
有来自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工商学
院、武汉科技大学、东湖学院、武汉理工大学、黄冈
师范学院、 关山中学等学校和健身机构的 45 支队
伍逐一亮相，尽情展现自己的青春活力和阳光般的
精神风貌。 武汉体育学院的
“
Bad guys”等队伍，去
年就曾在汉马比赛中用自己飞扬的神采、曼妙的舞
姿为全球跑友鼓劲加油，也为汉马增添了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目前，汉马拉拉队选拔赛初赛已经结束，
有 20 支队伍突出重围进入了 25 日的复赛。

本报讯（记者 万 旭 明）由麦兆辉、潘耀
明执导，庄文强编剧的影片《非凡任务》近
日在武汉试映， 麦庄二人拿手的卧底题
材，中国警察境外缉毒的热血故事，加上
黄轩首次挑战枪战动作戏，让现场观众尖
叫不已。 而两位导演及黄轩接受记者采
访，讲述电影拍摄背后的故事，拼命程度
同样令人惊讶。

导演：戏好比什么都重要
在《非凡任务》中，主要演员黄轩、段
奕宏、祖峰、郎月婷等都是有演技有实力，
却又相对低调的演员。 既没有找香港大牌
演员来客串，也没有用自带流量的偶像型
演员，导演潘耀明解读说：“我们要找的是
演技真的非常成熟的演员，要适合这个角
色。 ”
麦兆辉则认为：“电影是很奇怪的东
西，有些戏要靠明星来撑，但一些很小的
戏，没有一个演员是大咖，可你就是觉得
它好看。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戏要好。 ”在选
角的过程中， 他还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很
多明星一边表示想参演，一边却又说没档
期，聊角色的时候也放不下偶像包袱。

黄轩：一年多没拍电视剧
黄轩出道已有 10 年，早期在各种文艺
片中积攒下了上佳的口碑，今年终于人气
爆发。 不仅在《非凡任务》中首次主演商业
片，还一口气接下了陈凯歌《妖猫传》、冯
小刚《芳华》的两个男主角。 为此，黄轩透
露自己“一年多没有拍电视剧、没有拍真

人秀，赚钱很多的活动找我，都没有去。 钱
永远也赚不完， 但我的梦想是好好演电
影。 ”
《非凡任务》结尾处有一段长达 20 多
分钟的枪战戏，骑摩托车飞过楼顶、被汽车
撞等危险戏份接连不断， 剧组为这段戏在
泰国 40 摄氏度的高温天里拍了近一个月。
黄轩则透露，在脚部韧带撕裂后，自己竟完
全没耽误后面的戏份。“右脚砸伤了，就坐
着轮椅去现场，靠左脚拍摩托车的戏。一个
星期后打着石膏，脚不动，靠大腿发力拍开
车的戏。一个多月之后就开始拍走路的戏，
一点儿没耽误。 ”

警察题材影片大有可为
从林超贤执导的《湄公河行动》，到这
部《非凡任务》，同样是卧底、缉毒的故事。
不少观众都在感慨， 把主旋律拍得令人热
血沸腾的，竟都是香港导演。
而在《非凡任务》中，开篇即出现警察与
毒贩勾结的桥段， 在同类型影片中非常少
见。 对此，麦兆辉解释称：
“
很多人担心我们
会在审查上遇到阻碍， 其实我觉得没有问
题。 每个地方都有规矩，我们更需要研究的
不是审查， 而是不同警察系统中的不同故
事。 我们这次还有警察吸毒的戏份，应该是
打开了一个新的方向。 ”
香港导演在警匪片上已深耕多年，如
今北上拍摄相关影片也屡出佳作，对此，麦
兆辉和潘耀明都认为， 警察题材影片还大
有可为， 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导演
想法不同，还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