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足雄起
终于活了！

3月10日，四川FC股权转让终于尘埃落定。据当天四川FC俱乐部对外发布的消息，上海大观
控股集团与四川FC俱乐部原投资人何亚平达成最终转让协议。上海大观控股集团将收购何亚平所
拥有的全部俱乐部股份，从而成为俱乐部目前最大的股东。

至此，困扰四川FC足球俱乐部四个多月的股权转让一事终于有了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最新消
息显示，上赛季带领球队冲甲成功的功勋教练黎兵，也将正式以主教练的身份回归球队。

而在3月9日打响的中甲联赛首轮比赛中，还处在股权转让余波中的四川FC主场以1：0力克呼
和浩特队，赢得了开门红。

最新消息，功勋教练黎兵将正式回归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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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上午，上海大观控股集团
董事长凡哲浩和川足原投资人何亚平正
式签署了四川隆发足球俱乐部股权转让
协议，大观控股正式接手俱乐部，负责新
赛季四川FC队的各项备战和全面营
运。自此四川FC终于能够以稳定状态
投入中甲联赛。

大观控股集团接手川足的转让谈判
长达38天，其中包括1月31日凌晨签订
框架性协议，2月27日凡哲浩与何亚平
达成转让共识，3月10日双方正式签订
转让协议。仅仅正式转让协议签订前
后，双方的律师团队就耗时超过24小
时。

事实上，早在去年中乙联赛最后阶

段的半决赛次战前夕，四川安纳普尔那
就曾爆欠薪，并开始了为时四个月的动
荡——寻找合作伙伴、寻求政府支持、股
权转让几经波折……球队的军心、浪费
的时间等等，对川队新赛季备战都是极
大的负面冲击。

2月26日，四川省足协发函给中国
足协中甲联赛部，主动放弃承办中甲联
赛开幕式，也是对川队新赛季备战工作
失去信心的一个体现。当时，一位经历
了当年全兴俱乐部转让的“老人”有感而
发：“这情况和那时候类似，不过全兴转
成大河后没有升降级，这次安纳普尔那
转让了不得今年就降级吧？这么折腾干
嘛呀？四川人的脸都丢完了。”

“费头子”如何变学霸？

名嘴海光
分享亲子陪读的窍门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
书人人都会，但懂得正确读书方法
的人并不多。你是否意识到自以为
是的陪读，其实正一步步扼杀孩子
的求知欲与感悟力？是否意识到自
己正在与目标背道而驰，相行渐
远？作为父母，首先应该学会如何
正确陪读，让孩子逐渐掌握正确的
读书方法，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正
确引导孩子爱上读书。

3月9日，四川电视台著名主持
人海光做客四川省图书馆，带来
题为《亲子陪读有门道——挖掘中
华经典的力量》的读者沙龙。海
光以自己的孩子如何从费头子转
变为学霸的亲身经历，讲解亲子
陪读的正确方法与沟通技巧，让
父母和孩子以书为媒，以阅读为
纽带，体验亲子共读过程中的默
契与快乐。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
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来自
成都驷马桥小学、西一路小学的小
朋友共同诵读了一段《大学》，朗朗
书声，吸引不少读者走进省图。活
动现场，省图第二学术报告厅座无
虚席，100多组家庭到场聆听讲座。

海光致力于古诵读法研究已有
十余年，积累了丰富亲子陪读经
验。分享会上，他以自己的亲身育
儿经历，分享了作为一个家长，应该
以怎样的态度来陪伴孩子，让孩子
养成良好的习惯。他笑言，自己的
孩子曾经也是一个“费头子”，调皮
捣蛋，就是不爱读书，让他们头疼不
已。

后来一个偶然的契机，让他领
悟到“身教重于天”，他开始持之以
恒地诵读《四书》，并在诵读经典的
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成长。他发现
自己不再动辄发怒争吵，不再把问
题归结于家人，能够冷静地面对现
实，降低对孩子的期望值，并且改变
自己的行为习惯。

于是，他开始带着孩子一起坚
持读《四书》，惊喜地发现了孩子的
转变。每天坚持诵读《大学》等名
著，孩子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
行为习惯有所改变，还逐渐建立自
信，学习成绩稳步提升，甚至在国际
大赛中取得傲人的成绩。

孩子惊人的转变，让海光老师
领悟到亲子陪读的精髓：“身教重于
言传，与其整日喋喋不休，不如天天
诵读修身，做给孩子看。”他借此机
会联合省图一起向社会发起号召，
希望家长朋友从自己做起，让诵读
进入家庭，让亲子共诵共读成为一
种习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川剧《白蛇传》彩排
90后家长带娃来看戏

3月10日下午，由四川省川剧
院复排的川剧《白蛇传》在剧院剧
场进行彩排，4月初该剧将赴台北
演出。封面新闻记者现场看到，尽
管是彩排演出，但整个剧场座无虚
席，就连中间和两侧过道及音控室
都挤满了戏迷，还有不少年仅一两
岁的小朋友，也跟随90后父母前
来为这部复排的传统大幕戏鼓掌
喝彩。

当天下午两点，川剧《白蛇传》
彩排正式开始。由“梅花奖”得主
刘谊扮演的文白蛇率先登场，只见
她扮相柔美、唱腔悦耳，在《佛殿谪
贬》《收青下凡》《船舟借伞》《扯符
吊打》《端阳惊变》五场演出中，她
把对刻板教义的抗争、对许仙的刻
骨柔情、对青儿的姐妹情深演绎得
淋漓尽致。

随后的《盗仙草》《金山寺》，则
由1997年出生的青年演员周婷饰
演武白蛇，舞台上她身手矫捷，不
管是从高台下腰到地，还是双剑战
雄黄阵、滚禅杖、钻火圈等，她的
武、打、翻、滚干脆利落。

刘谊、周婷分别扮演文白蛇武
白蛇，用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
认可。同样许仙的扮演者杨坤昊，
也备受观众喜爱。在《端阳惊变》
中，许仙见到白蛇现形，直挺挺向
后摔倒，杨坤昊扎实的基本功让戏
迷们大声叫好。还有男女小青的
扮演者刘稣和谢洪章，一文一武，
精彩迭现。

此外，川剧《白蛇传》中特有角
色王道陵，也在《扯符吊打》中为观
众献上了一段精彩武戏。在《金山
寺》中紫金铙钹的数次变脸看得戏
迷目不转睛，几个水族的连续多次
翻滚等特技表演也同样给观众留
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叫好声不
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剪纸风格回归
唤起80后童年回忆

《江海渔童》创意取材于《列子·汤
问》中“龙伯钓鳌”的传说，故事并不复
杂，讲述了无良商人万老板要侵吞富
饶的渔村，还在海中放置了阴损的网
笼。捕鱼少年满江捣毁了他的阴谋，
还无意中搭救了被困的驮岛巨龟，并
和巨龟成了朋友。万老板想捕到巨龟
当贡品，最终满江和村民一起营救了
巨龟，惩治了万老板。

说起剪纸动画，有不少人会想起
1958年万古蟾导演的中国第一部剪纸
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江海渔童》
在片尾打出了向《猪八戒吃西瓜》问世
60周年致敬的字幕，同时也是向为中
国动画事业勤劳奉献的大师前辈们致
敬。

映后见面会上，小朋友们围着张
导问个不停：“大山（片中巨龟）最后得
救了吗？”“小乌龟是不是它的宝宝？”
得知有的孩子看哭了，张立衍很感慨：

“在一些映后见面会，我也看到有小观
众哭了，我觉得能打动他们，让大家真
正喜欢上这个主人公，就达到目的

了。大朋友看风格，小朋友看简单的
故事。既然没有强大的视觉冲突，肯
定也不会有强大的冲突，从故事角度
来讲是娓娓道来的带入感 。如果大家
只是看热闹，那就看热闹吧，但其实孩
子要什么？这点特别重要。如果观众
鼻子酸了，眼睛酸了，想落泪，我不知
道这算不算我成功了。”

幕后阵容强大
《罗马假日》男主配音

张立衍说，虽然是小成本投入，但
绝对简约不简陋，该片幕后有不少“大
咖”。为“丁老头”配音的是著名配音
演员陆建艺，他曾为《罗马假日》的格
利高里·派克配音；“马老爷”的配音是
《大圣归来》的大圣；包括“程大器”这
个小角色，是《超能陆战队》中小宏的
配音曹旭鹏。

据悉，该片已入围“第23届意大
利海湾国际卡通节”最佳动画长片。
张立衍对片中的海浪场景特别自豪，
以浪花的“海水江崖纹”剪纸雕镂凸显
浪涛之间鲜明的层次，云层的处理则
追求拉毛剪纸的质感。张立衍说：“这

几年国产动画电影动辄两三千万元或
更高的制作投入，票房不上亿就会亏
本。票房上亿谈何容易？能专心致志
是创作者求之不得的福气。”

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故
事，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小主人公满
江最初因为父母遭遇海难留下心理阴
影，不敢下水，到为了救爷爷勇于突
破，从渔村村民俗世的市侩到最后敞
开怀抱。大龟一直在护卫着珊瑚海，
村长护卫着渔村，丁老头通过一个虚
构的海怪守护着那片海，其实都是对
心灵家园的守护。张立衍说：“我们的
初衷是提高美术品位、讲好感人故事、
降低市场风险。一个小成本美术片不
可能面面俱到，我只想用直击人心来
打动观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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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队进球后，主裁判先是判
罚了进球有效，但在视频助理裁判
提醒后，主裁判又走到场边观看了
VAR回放，最终发现桑戈尔手球在
先，进球改判无效。值得一提的是，
本赛季是中甲联赛首次引入VAR
视频助理裁判，而四川FC也率先在
首轮比赛尝到了VAR的甜头。

由于客队那粒进球无效，双方
上半场0：0战平。易边再战，四川
FC没有再犯严重错误，下半场第
18分钟，川足边路发起进攻，23号
外援埃万德罗中路跳起力压对方
后卫头球破门，攻入了自己加盟球
队后的首粒入球，这也是这支川足
的中甲第一球。最终，依靠这粒进
球，四川FC取得了中甲的第一个3
分。尽管比赛过程不算完美，但结

果对得起现场近万名观众。
事实上，客队呼和浩特的实力

并不强，在中甲一直属于保级球队，
上赛季他们的成绩是10胜4平16负
积34分，最终以倒数第四的成绩惊
险保级。而新赛季的首战比赛也证
明了川足的实力，说明去年中乙联赛
结束时，俱乐部总经理马明宇提出的

“一鼓作气明年就开始冲超”并非心
血来潮，是有相当实力基础的。

如今，俱乐部新旧投资人终于
签订了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四川
足球也正式结束了安纳普尔那时
代。现在对川足来说，更重要的是
在中甲站稳脚跟，不必过早谈论什
么冲超话题，正如马明宇在首战赛
后所说：“要在最短时间里让俱乐
部运行步入正轨。”

中甲首引VAR裁判
川足得救抢到3分有惊无险

一场硬仗 转让谈判谈了38天
签约耗时超24小时

从时间线来看，俱乐部转让协议签
署，是在川足首战告捷后。中甲联赛首
轮，站在川足立场，股权转让风波还没有
完全结束，加之从去年11月中乙联赛结
束后就动荡至今，备战工作受到不小冲
击，能够以1：0战胜来访的呼和浩特队，
取得新赛季开门红，算是不错的开始。

3月9日当天，川足在都江堰凤凰体
育场迎来了建队历史上的第一场中甲比
赛，由于四川FC本赛季主场球赛全部免
费，极大地提高了球迷观赛热情，比赛现
场涌入了近万名球迷前来为川足助威，

“雄起”声一浪高过一浪。有意思的是，俱
乐部虽然免费请球迷观赛，但当天仍有
黄牛炒卖球票，价钱甚至喊到了300元

一张，可见四川球迷对川足的一腔热情。
赛前，当记者发现首发名单里主教

练是李胜，不禁吃了一惊：黎兵去哪儿
了？眼尖的球迷后来才发现，在比赛过
程中，黎兵一直站在场外的球员通道门
口观看比赛。据了解，因为受之前风波
影响，耽搁了黎兵与俱乐部及时续约，因
此虽然俱乐部官方宣布黎兵教练组继续
留任，但黎兵要在足协正式注册后才能
出现在主教练席。因此，川足的中甲首
战堪称仓促上阵。

开场不久，四川FC依靠主场优势
率先发难，但久攻不下，反而是客队亮出
杀招。第30分钟，呼和浩特队15号外
援桑戈尔头球攻门后补射进球。

黎兵并未指挥比赛
客队率先进了一个首战惊魂

国内首部长篇剪纸大片

《江海渔童》
致敬《猪八戒吃西瓜》

《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白蛇
缘起》……国产动漫电影频频
创造票房奇迹，酷炫的动漫风

格也让人眼花缭乱。3月9日晚，国内首
部剪纸美术片《江海渔童之巨龟奇缘》的
导演张立衍，来成都与小观众们见面。
张立衍表示，片中有许多中国元素的植
入，美术感特别强。

用直击人心找回美术片的初衷
导演张立衍来成都见小观众：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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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导演张立衍在成都做片宣。

川足23号外援埃万德罗（右）是首胜的进球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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