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电影《百集成语故事》

走进濯水景区拍摄
本报讯（记者 杨哲翎 文 /图）成

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每一个成
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
经久不衰、脍炙人口。近日，少儿微电
影《百集成语故事》拍摄组走进黔江濯
水景区，通过拍摄成语背后的故事，生
动传承中华文化，助推景区旅游发展。

小演员“飙”演技
近日，记者在濯水古镇看到，一群

身着古装的小孩围在一起，在剧组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当起了小演员，对成
语《任末燃蒿》背后的故事进行情景再
现。

成语“任末燃蒿”讲的是东汉时期
任末的勤学事迹：14岁的任末求学没
有固定的老师，有时在竹林树林附近，
编扎茅草成为小屋，削荆条作为笔，刻
出树汁作为墨；晚上他就在星月下读
书，黑夜就点燃捆扎的麻蒿来照亮。

在拍摄现场，小演员们虽然年龄
不大，表演起来却是有模有样，将任末
年少时背着书籍，不怕路途遥远与险阻四
处寻师的勤学事迹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既让拍摄组的导演、摄像频频点赞，
不少路过的游客也驻足观赏、鼓起掌来。

据了解，少儿微电影《百集成语故
事》已在江西、浙江、深圳、四川等省市
开展了小演员选拔、拍摄、首映活动。
重庆站主要在黔江濯水景区的濯水古
镇、世界第一风雨廊桥等景点进行取
景拍摄。

家长小孩：很有意义
据了解，在濯水拍摄期间，共有来

自黔江 40名通过海选的小演员参与
演出。这些本地小演员将在 4天时间
里，拍摄完成《任末燃蒿》、《悬梁刺股》、

《以荻画地》、《闻鸡起舞》四集微电影。
谈起在濯水景区拍摄电影的感

受，小演员们都表示很有意义。
“我是第一次参与拍电影，而且还

是在景区，相信会对这些成语的印象
特别深刻。”小演员李珂锐说，自己特
别高兴，也感觉特别有意义。

“今天我们演了任末求学在路上
发生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古人求学
中的辛苦，也明白了好好学习的道
理。”小演员赵景行说，在景区拍摄成
语故事，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通过这次拍摄，让小孩在景区体
验了一把演员生活，十分有意义。”一
位小演员的家长告诉记者，也希望通
过这次在濯水景区的经历，对小孩的
成长有所帮助。

助推景区旅游发展
据了解，少儿微电影《百集成语故

事》拍摄完成后，将在重庆 1家一线影
院、腾讯、优酷、爱奇艺等平台进行投
放。

“濯水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古镇，而
且濯水古镇的整个人文环境很好，
在这里取景拍摄，十分符合电影的
内容。”中国《百集成语故事》系列
电影制片人孙汏表示，通过在濯水
景区取景拍摄，也能把濯水美丽的
风光及独特的地方习俗展现出来，
增加了濯水旅游地感知，提高了景
区的吸引力。

“这次拍摄将以微电影的形式对
我们濯水美丽的自然风光、厚重的文
化底蕴和浓郁的民俗风情进行宣传展
示，能够提升濯水景区知名度，加深广
大观众的印象。”濯水镇宣传统战委
员庞秋波说，同时也更能够加深文旅
融合，吸引更多的游客，助推景区旅游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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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2018年平昌冬奥会开幕已经不到一
个月，但一些项目的预选赛还没有结束。截至
目前，中国已经有 53人获得了平昌冬奥会 30
个项目的参赛资格，其中传统优势项目短道速
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都是满额参赛。国家
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孙远富表
示，接下来在越野滑雪、冬季两项等项目上，
中国预计还能拿到 15个左右的参赛名额。

孙远富认为，平昌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的参
赛规模预计和上届冬奥会相当，在自由式滑雪
U形场地、单板平行大回转、雪车、钢架雪车
等项目上有望实现“参赛零的突破”。不过，
从整体上看，平昌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参赛形势
严峻，成绩预期不高。“中国队具备一定竞争
实力的就三个项目，分别是短道速滑、花样滑
冰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但这三个项目要么
是打分项目，要么是偶然性非常大的项目，这
样的特点决定了风险肯定大，运气好可能有金
牌，但拿不到金牌的可能性也存在。”他说。

平昌冬奥会上，亚洲冰雪运动强国韩国和
日本是中国代表团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孙远富
分析认为，韩国作为东道主，其本身在短道速
滑上就实力强劲，在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
中拿到四五枚金牌是完全有可能的，“除了短
道速滑，在雪车项目上韩国队也有可能创造惊
喜。而日本队在花样滑冰、速度滑冰等项目上
也拥有有夺冠实力的选手，雪上项目中也有一
批高手，日本代表团也有夺得 4枚左右金牌的
能力。”

“作为下一届冬奥会的东道主，中国代表
团想在本届冬奥会上在成绩方面大幅度提升并
不现实，我们需要正视自己冬季项目基础差、
底子薄的现状，且不说金牌，其实我们要想实
现各大项目全面参赛的困难都很大。但是，作
为北京冬奥会东道主，如果届时我们的金牌点
依然集中在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和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等少数几个项目上肯定是不行的，因
此，我们未来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每个人都
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行。”孙远富说。

（钟河）

平昌冬奥会
中国已有53人获参赛资格

1月11日凌晨，英格兰联赛杯半决赛首回
合焦点战在斯坦福桥球场展开角逐，主队切尔
西与阿森纳互交白卷，两队将在 14天后的次
回合再分高下。

此役，切尔西虽然对比上周末的足总杯首
发阵容轮换 9人之多，但基本上还是亮出了最
强阵容；阿森纳则轮换 6人，除了桑切基和厄
齐尔没有首发外，基本上也是精英尽出，只是
被禁赛三场的主教练温格继续坐上看台观战。

切尔西与阿森纳此役的控球之比是 53%比
47%，看上去差距不大，但双方射门之比却是
21比 8，射正之比是 6比 3，主队无疑是优势
的一方。阿森纳能力保球门不失与门将奥斯皮
纳的出色发挥有直接关系，全场比赛他扑出了
摩西、法布雷加斯、阿扎尔、马科斯·阿隆索和
威廉等人威胁极大的多次射门。其中摩西的射
门很有威胁，被奥斯皮纳奋力扑挡后折射击中
门柱弹出。而法布雷加斯近在咫尺的冲顶也是
一个必进之球，但仍被神勇的奥斯皮纳拒之门
外。

比赛最后时刻，维尔贝克在己方禁区内铲
倒了法布雷加斯，但当值主裁判通过视频录像
技术判定此球并非点球。 （钟河）

英格兰联赛杯
枪手蓝军交白卷

体育创业迎变现大考
2018资本寻路何方？

当体育产业处于“泥沙俱下”的
野蛮生长阶段时，潜力和风险并存；
当战略布局和流量入口仍是投资人反
复咀嚼的高频词时，盈利模式或许仍
不清晰。体育产业何时迎来变现能力
的考验？2018年资本市场对哪些体育
创业领域产生兴趣？

细分领域的“28格局”
多位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认为，

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体育产业的
GDP占比偏低，装备制造业在体育产
业中占比偏高，赛事收入中广告仍居
主导地位，版权收入比例偏低。近年
来经过激烈竞争，版权市场趋于理性，
结构趋于稳定。

前海知行创合控股公司首席合伙
人孙祺扬认为，在竞赛表演等细分领
域，少量头部内容资源具备良好群众
基础、观赏性和粉丝忠诚度，将占据
大量营收份额，优质赛事 IP有着极高
的社会文化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和引领着优质的生活方式，将富集更
多投资和广告价值。

成都乐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咕
咚） 副总裁刘渝龙认为，“体育 +互
联网”创业领域同样面临大量资金汇
聚到少量优质项目中的趋势，资本将
流向各垂直领域中最优秀的少量项目。
体育类 APP项目在 2018年将面临
“生死时速”考验，大量没有过 C轮融
资、尚未建立好盈利模式的项目将遭
遇淘汰。

华大基因旗下的深圳华大运动控
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曹峻表示，运
动背后的健康管理需要科研平台支撑，
疫病预防和运动损伤康复需要扎实的

数据积累。与竞赛表演等领域的大企
业“垄断效应”不同，运动与健康、
医疗、教育、培训、科技相关创业领
域仍有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盈利模式面临大考
业内认为，当体育产业产值规模

远低于预期时，一方面说明蛋糕还没
做大，赚钱机会很多，另一方面说明
蛋糕还很小，还没怎么赚到钱。

刘渝龙分析说，2017年过了 C轮
融资的创业项目都必须面临如何盈利
的问题。“咕咚 2017年用户过亿，
日均活跃用户超过 500万，累计自
创办线上赛事超过 500场，线下跑
团活动和线上运动社交都呈现爆发
式增长，我们必须在 3-5年内在行
业内不掉队，发掘持续稳定的盈利模
式。”

咕咚根据用户行为习惯，认为科
学训练和运动培训方面具有广阔市场
潜力，并将智能装备和线上视频教学
相结合。刘渝龙表示，咕咚推出价格
低廉的智能跑鞋、胸衣、耳机、手环
等运动装备，但这不是公司最终的盈
利模式，希望未来服务类产品可以占
到收入的六成以上，尤其在线视频教
学课程逐步走向付费模式。

孙祺扬认为，体育内容付费模式
面临很多困难。群众基础不足的运动、
品牌培育不够的赛事无法实现内容付
费；体育内容是否独家，是否具备不
可替代性，品质是否过硬直接影响用
户付费意愿。盗播、盗链等侵犯知识
产权现象仍广泛存在，如不从根本上
改变这样的产业环境，也会影响付费
模式的落地成型。

资本寻路何方？
华盖资本文化基金此前投资了职业

足球数据服务公司同道伟业、综合格斗
赛事运营公司路德文化等项目，其执行
总经理李玮栋透露了接下来关注的重点
优势领域，包括与新媒体结合的头部内
容品牌，与线下商业结合的娱乐新体验
以及有助于提升内容质量和营销效率的
新科技，希望寻找成熟的项目，诸如场
馆运营和健身培训都是重点考察领域。
体育内容消费有“代际更替”现象，现
在看起来的小众项目有可能成长为未来
的主流IP。

李玮栋认为，城市中产阶层、年轻
女性和“95后”青少年是体育创业项
目要争取的核心目标用户，项目要具备
一定行业准入门槛，面对特征鲜明的细
分人群，有一定的服务频次和用户粘
性，不仅有流量入口功能，最重要的是
变现能力。此外，还要考虑政策变动对
项目运营的影响，以及创业团队是否具
备体育营销基因。

智美体育集团高级副总裁张晗认
为，体育产业将进入垂直领域的精耕细
作时代，盈利模式逐步从与政府合作，
企业上下游合作，最终转化为直接抵达
用户，为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提供精致
周到的服务。一味贪大求全成功率不
高，小产品也可以做成大生意。

孙祺扬表示，接下来会寻求投资头
部内容资源和具备一定竞争力的应用型
体育科技项目。在细分领域中，纳入到
亚运会项目的电子竞技具备很大上升潜
力。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
中国规模级电竞赛事数量达到 47款，
2013至2017年复合增长率为35%。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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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主帅齐达内 10日证实，他已经和俱
乐部续约至2020年。

“已经签约了，”皇马以总比分 5：2淘汰
努曼西亚队、晋级西班牙国王杯四分之一决赛
之后，齐达内说。

齐达内自担任皇马主帅之后取得了梦幻开
局，率队拿下了 8座冠军奖杯。可是，本赛季
皇马的处境有些艰难，在西甲联赛中已经落后
巴萨16分。

45岁的齐达内说：“我很享受每天的工
作，当教练就是这样。我很难想象自己两三年
后还在这儿做教练，因为这一行不是那么稳定。
我知道教练这行的风险，即使续约了也不会改
变什么。” （新华社）

齐达内与皇马
续约至2020年

微电影拍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