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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体育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最近图书编辑中在流行
一份“濒临消失图书观察名单”，彼此
提醒注意，不要涉足名单中的图书门
类，以免造成巨大亏损。在这份名单
中，菜谱、挂历、地图等赫然在列。但
是青年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
所谓“濒临消失”的图书其实更多的
是以一些新的形式出现，但是图书业
内容结构和承载形式的调整已是当
务之急。

北京一位编辑吴女士十几年前
以出了基本畅销的菜谱而一炮打响，
吴女士的菜谱的标准是家常菜，食材
是极易获得的，但是因为有“秘籍”，
所以照着烧出来的菜味道都很不
错。但是近年吴女士感受到纸质版
的菜谱越来越难卖了。“现在网上各
种APP，随便一搜进去就是各种菜肴，
真的很方便，有时我自己烧菜也按照
网上的菜谱来。”

这份“濒临消失图书观察名单”
据说是以新产品投入数量，以及消
失指数来排定的，结果家常菜谱、
挂历、公路地图册、列车时刻表、时
尚美妆书、旅游指南、手工教程、办
公软件教程以及其他知识入门读
物均在此列。其中首当其冲的就
是菜谱。中国纺织出版社曾以推
出大量美食类图书著称，不过，近
几年，该类书的品种数逐年减少。
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该社饮食类
新书品种数 46 种，而 2018 年截至
目前品种数大幅减少。据该社有
18 年美食类图书出版经验的国帅
介绍，纺织社近两年美食类选题在
方向上更加细分，更加小众，同时
增加饮食专业图书品种，大众菜谱
立项则为零。

不仅是菜谱，随着各种导航软件

的兴起，买地图的人也少了，地图成
了一个摆设，或者是各种增进知识的
读物。挂历之类就更是乏人问津，过
去家里的挂历有装饰的效果，现在随
着各种新媒体的增加，挂历有时候反
而变得有碍观瞻了。

资深出版人章秦川对青年报记
者说，虽然他不知道“濒临消失图书
观察名单”从何而来，但起码名单中
所列的图书品类日趋边缘化是一个
事实。这些书的内容大量地出现在
了网上，读者可以更便捷地获得，甚
至于还不用花钱。对于一些书，比如
菜谱和挂历，消失也就让它们消失，
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本来就是图
书发展的自然规律。

但是章秦川同时表示，据他的观
察，很多图书品类并不是消失，而是
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比如菜谱，我
就知道有一些出版社自己开设了
APP，将菜谱的内容放上去，有时候是
付费阅读的。还有一些地图，就开始
向知识类读物转型。比如《地图上的
中国史》是用地图来解读中国历史，
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类辅助读者
阅读。”其实这些内容还都在，只是形
式的东西改变了。

不管如何，“濒临消失图书观察
名单”确实提醒出版人，在新媒体飞
速发展，读者阅读习惯发生改变的
情况下，图书业内容结构和承载形
式确实应该与时俱进地改变。近年
这种变化越来越多。比如手工教程
类图书，现在很多就转型为“手工
书”，又可学，又可玩，重新焕发了生
命力。而纸质图书内容的数字化也
成为一种共识，现在有的图书甚至
电子书出得比纸质书还要早。在这
些改变的背后，是出版人观念的重
大变化，这根本上主导了出版业的
未来发展走向。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即将到来的国庆档，又
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一个辉煌的暑期
档过后，哪些类型影片会成为国庆档
的大赢家？昨天，来自全国各地的院
线经理和片方聚集长沙，探讨暑期档
得失，节假日档期最有望收获高票房
的喜剧类型，也成了研讨的重点，暑
期档的大赢家、25亿的《西虹市首富》
成了被剖析的对象。“事实证明，热门
档期里，合家欢的喜剧题材将依然是
观众首选。”上海的发行“老法师”吴
鹤沪昨天告诉记者。

刚刚过去的暑期档拿下了174
亿的票房，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沈
腾主演的《西虹市首富》斩获超过
25亿的票房，这也是闫非彭大魔两
位导演继“黑马”《夏洛特烦恼》之
后导演的第二部电影——接连两
部电影都大获成功，自然有其独到
之处。

究其原因，成功的品牌延续效
应、接地气的表演、一如既往的搞笑
台词和模式，让这样的成功得以轻松
复制。这部电影昨天还特意举办了
答谢会，向全国电影发行方表示感
谢，导演闫非一如既往地搞笑，他在
致谢时表示，“希望电影能继续上映，
一路上映到国庆档。”

确实，国庆档几乎每年都是喜
剧类型会独占鳌头，今年，开心麻花
又有一部新片会在这个档期上映
——同样由沈腾主演、改编自同名

舞台剧的《李茶的姑妈》，无疑是市
场的一大亮点。吴鹤沪告诉记者，
这部电影有望再创佳绩，也是因为
品牌效应已经形成。他认为，相比
其他档期，国庆档期显然更接近于
春节档，7天的时间长度相同，竞争
也同样激烈。而在这样的热门档期
里，喜剧、合家欢题材的电影无疑是
观众的首选，“这是这么多年来已经
证明了的市场规律。”他在肯定这个
现象的同时，也表示观众对于喜剧
片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素质平平
的喜剧片已经渐渐被观众抛弃，这
对喜剧类型片电影人来说，也是巨
大的压力和挑战。”

当然，随着市场的成熟度提高，
观众的口味相较于以前，要丰富了
许多，所以，今年的国庆档好口碑的
文艺片、剧情片也同样有一席之
地。吴鹤沪表示，包括姚晨、马伊琍
主演的《找到你》，影片此前点映，获
得了不俗的评价，“很少有院线电影
会采取这样双女主角的设置，对于
不少观众来说，可算是惊喜，同时，
在国庆档期，文艺片能够勇敢闯入，
也是一件好事，可以更为丰富市场
的类型。”

记者对今年国庆档也进行了粗
略的统计，发现将有17部影片将在
这个档期内先后上映，头部阵容除了
《李茶的姑妈》，还有张艺谋的《影》、
包贝尔的《胖子行动队》、动画片《阿
凡提之奇缘历险》等，数量和类型的
厮杀，都将十分惨烈。

不知不觉 这些书已经“濒临消失”

喜剧片继续称霸国庆档？

青年报记者 蔡创

本报讯 上周末，为期两天的
2018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嘉定·江
桥杯”门球总决赛暨中国门球冠军赛
上海赛区选拔赛在嘉定区江桥小学
举办，共有来自16个区100支队伍，
近千人参加比赛。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闵行区虹
桥镇门球队、浦东新区高东镇门球
队、上海石化门球队、杨浦区军队干

部休养所参赛队夺得大赛前四名，他
们将代表上海参加2018年中国门球
冠军赛总决赛。

近年来，上海的门球运动发展
已经从中老年人拓展到了中青年，
为积极响应中国门球协会的号召，
上海市门球协会在中小学校大力推
广门球运动，不仅为学生们送上门
球训练器材、教材书籍等，还安排拥
有丰富经验的教练员为学生们进行
训练和指导。

沪上百队切磋门球技艺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今晚7点35分，上海上
港将在八万人迎来与广州恒大的较
量，虽然去年6度交手，但今年这还
是双方的首度对垒，主帅都已变更，
可争霸中超的志气与实力依旧。对
于这场巅峰对决，卡纳瓦罗和佩雷
拉都把全取3分作为目标，而佩雷拉
在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上直言，上港
球员们必须控制好情绪，冷静地面
对挑战。

恒大与上港可谓知根知底，不过
保利尼奥的回归和塔利斯卡的加盟
却可能带来更多的变数，昨天赛前适
应场地时，回归的保利尼奥与上港球
星奥斯卡邂逅，两人叙了叙旧，而今
晚这两位世界级的中场也将直接对
话。至于塔利斯卡，在来到中超后展
现出强大的实力，3天前正是他的绝
杀帮助恒大击败了国安，而对于这位
全能型的中场球员，佩雷拉表示上港
不会为他制定专门的部署，“对我来
说，足球是团队运动，这也是为什么
每次赛前赛后我谈论更多的是团
队.”佩雷拉说，“我希望我们的球队
踢出传控，做好防守组织和技战术发

挥，无球时做好跑动，有球的时候做
好进攻和防守，我们准备好了。”

关于备战恒大，佩雷拉也希望球
员们能更好的控制情绪，不要被热烈
的氛围过多影响，“我们应该遏制对
方的优势，同时找到对手弱点，明天
我要求球队做好技战术要求。同时
做好情绪控制，我们也知道比赛很重
要，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有很多场比
赛要打，这其实只是一场而已。”

当然对于赢球拿下3分，佩雷拉
还是非常期待的，这位葡萄牙人直
言：“在我的教练职业生涯中，任何一
场比赛的目标都不是以平局来准备
的。”对此卡纳瓦罗也有着同样的目
标，“在我的理念中足球就是为了胜
利，也相信队员们和我一样的想法。”

相比上港，恒大近来的赛程更为
艰苦，卡纳瓦罗也表示，在面对上港
的前后，恒大分别还要对垒国安和苏
宁，没有一场比赛是轻松的，“但如果
要站在山顶，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面对
上港。”所以卡纳瓦罗认为疲劳并不
是什么借口，“球员们的努力和付出
就是为了在这样的大场面中出彩。”

双方都已经枕戈待旦，恒大与上
港的直接对话，今晚不容错过。

上港今晚力战恒大

佩雷拉：控制情绪，目标求胜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昨晚的五棵松球场迎来
了一场特殊的比赛，尽管与约旦队的
较量并不影响中国男篮出征明年的
男篮世界杯，但这是男篮蓝队这个周
期的最后一场比赛，也是杜锋和这批
聚在一起一年多的球员们为自己正
名的机会。同时中国篮协还在比赛
前举行了“燃动十年”的仪式，当年征
战北京奥运会的中国男女篮球员和
当时的男篮主帅尤纳斯都来到了现
场，男篮中的成员李楠和杜峰如今都
成为了男篮双国家队的主帅，他们也
在培养和见证着新一批男篮球员的
崛起。而这场比赛中蓝队也打出了
中国男篮的实力与韧劲，在上半场一
度落后15分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
以88：79击败约旦队。

受困于开场慢热的状态和外线
迷失的手感，蓝队第一节打得异常艰
苦，被约旦队一度拉开15分的差距，
好在任骏飞内突外投连得5分，帮助
蓝队在首节结束时将分差追到 7
分。不过约旦队阿巴斯和中锋达瓦
里的威胁非常大，在比分上一直压制
着蓝队，而在下半场杜峰进行了有效
的调整，重用辽宁队的中锋韩德君，

一举扭转的局势。韩德君在内线彻
底压制了达瓦里；20岁的胡明轩横
空出世，带动蓝队屡屡打出快速反
击；吴前在前5次三分投失的情况下
依然打得果断，一记3+1的投篮让球
队士气大振；周鹏也慢慢找回手感，
在攻防两端愈战愈勇……男篮蓝队
渐渐追平并反超了比分，并在第四节
的逆境中及时调整，以非常坚韧的防
守打出一波波反击高潮，韩德君更是
将对方的达瓦里打得五犯下场，在五
棵松现场球迷的呐喊中赢得了一场
逆转大胜。

韩德君拿下的16分都是来自于
下半场，堪称全场MVP。胡明轩在这
样的大赛中将斗志与勇气发挥得淋
漓尽致。加上周鹏、胡金秋、任骏飞
和吴前，男篮蓝队昨晚有6人得分上
双，打出了强大的团队篮球。相比之
下约旦队只有阿巴斯、达瓦里和塔克
三巨头能得分，其中两人还被打得犯
满离场，被逆转也无话可说。这场胜
利可以说是为蓝队这个阶段的赛程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接下来红蓝双国
家队模式将告一段落，并在其中精选
出16人的国家队名单，而这个夏天
如此多年轻球员的崛起，也足以让昨
晚端坐在赛场边的名宿们放心。

男篮蓝队逆转约旦结束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