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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不再担任国足领队

辽篮104：
97战胜北京首钢队 集体爆发展现防守强度

为啥赢？每个人都很强硬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阳）
辽篮昨日104：
97战胜北京首钢队。辽篮
打出了本赛季最好的一场比赛之一。球队
很早就进入到比赛状态，而且在对手积极
反扑的情况下展现出十足的韧性，胜利水
到渠成。
郭士强赛后说：
“ 我们队在防守上做
得非常好，最后时刻命中率下降，防守专
注度下降，对手比分追了上来，但我们球
员及时找回了应有的态度，拿下了这场比
赛。大韩没上是因为又感冒了，已经住院
治疗。”

换给辽篮机会。这一改变取得了效果，比
分一度缩小。但不得不说，辽篮所有球员
注意力都很集中，在气势上也压着对手。
每当北京队要起势的时候，辽篮就有队员
站出来得分，内线巴斯的篮下强攻和李晓
旭的中投效率很高，外线郭艾伦和哈德
森，
一个突破犀利，一个外线投篮神准，都
充分发挥了各自特点。当然，辽篮在最后2
分钟有些松懈，北京队一度拉近比分差
距，好在关键时刻郭艾伦和哈德森表现出
核心球员的作用，最终取胜有惊无险。

对方有混血球员不是外援

态度带来上半场强队气场
北京首钢队上轮有些意外地输给了
吉林队，而面对此前战绩为9胜2负的辽
篮，却有些矫枉过正，过于紧张了。尽管两
队说是老对手，彼此已经非常熟悉，但事
实上，两队阵容上都有了改变。
与以往相比，辽篮内线引进了巴斯和
钟诚，再加上李晓旭回归。昨天，这几名内
线球员通过积极的包夹让北京首钢队大
外汉密尔顿进攻中无计可施。相反，辽篮
进攻中无球扯动让这名大外顾此失彼十
分尴尬。
而主打小外援杰克逊的效果似乎好
一些，但北京队没有大外援的高度，辽篮

李晓旭昨日中投命中率很高

■华商晨报记者 张诗尧 摄

内线实力则可以完全碾压对手。在攻防两
端，辽篮与其说战术精妙，不如说态度较
之以往更为积极，没有慢热的情况出现，
辽篮领先10分进入下半场，的确是拼出来
的结果。

最后两分钟放松突起波澜
经过中场的调整，北京队放慢防守节
奏，不再一味跟着辽篮打快，减少攻防转

本场比赛中，北京队的一位球员引起
了大家的关注，他就是还不到20岁的小将
邱天。当时有球迷看到对方上了三名黑人
球员感觉奇怪，莫非北京队上了三外援？
邱天作为年轻的内线球员，昨日表现
尚可，但抢篮板的气势弱了一些，不太凶
猛。他的父亲是尼日利亚裔美国人，曾经
在NBA的纽约尼克斯队打球，是与乔丹
同期的球员，他的母亲则是地道的北京
人。作为中国篮球不多的混血球员，他的
身高不错，
但爆发力明显不如外援。
目前，邱天已经入选了国少、国青和
国奥队，未来也可以给国篮带来一些不一
样的特点。

大男主戏跟“大女主”
们拼了？
本报讯 最近播出的《猎场》和《九州·
海上牧云记》 的收视口碑都达到了预期，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即将来袭。
据《扬子晚报》报道，
今年以来，
在大女
主戏“霸屏”过后，大男主戏的数量在悄然
增加。除了吴秀波、
张涵予、
张嘉译等老戏
骨纷纷担纲，
吴亦凡、
杨洋等当红小生更是
人手一部戏，
意欲借此证明自己。但在如今
的审美环境下，
大男主戏要叫好又叫座，
满
足女性观众的口味，
还要走一段长路。

火热：
当红小生人手一部大男主戏
其实，大男主戏的市场反馈一直不太
理想。2013年《楚汉传奇》
《大秦帝国之纵
横》两部大剧收视不佳，让这种男性题材
的历史正剧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也开
启了国产剧 “阴盛阳衰”的局面。
之后，
《甄 传》
《步步惊心》等大女主
戏的热播让古装剧发生了转变；
《花千骨》
《锦绣未央》
《楚乔传》
《那年花开月正圆》
等剧先后热播，更是将大女主戏持续推向

高潮；
接下来《赢天下》
《如懿传》等都陆续
亮相，
可以说市场成了大女主戏的天下。
不过，大男主戏的数量在逐渐增加，
今年的变化更为明显。在《琅琊榜》树立了
典范之后，续集《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也即
将开播。吴秀波主演的《大军师司马懿》一
拍就是80多集，
要分为上下两部播出。除
了投资7亿元、姜文主演的《曹操》，张涵
予、
李雪健主演的《天下长安》也非常值得
期待，
打破大男主戏的市场困境。
此外，每一个当红小生都主演了一部
大男主戏。吴磊的《斗破苍穹》、
杨洋的《武
动乾坤》、吴亦凡的《将夜》、马天宇的《三
国机密》、张若昀的《霍去病》等作品在路
上。除此之外，根据马伯庸的历史小说改
编的大男主戏《长安十二时辰》更是以每
集 过 千 万 元 的 价 格 卖 出 网 络 版 权 ，由
TFBOYS成员易烊千玺与雷佳音主演。

剖析：
为何行业风向变了
为何电视剧制作的风向在今年打了

个急转弯？一方面，大女主戏的同质化让
观众感到审美疲劳。这样的剧虽然看得很
爽，但由于设定太过完美，故事逻辑也偏
向简单粗暴，偶像剧的气息与现实生活相
差较远。
另一方面，大女主戏给女性观众带来
代入感，大男主戏则带来满足感。一般来
说，大男主戏更喜欢用年轻的男演员获得
女性观众的欢迎。而对于普通男性观众而
言，大男主戏中的权谋、小人物逆袭情节
都是特别受欢迎的元素。所以，大男主戏
回归顺理成章，但需要收获好的收视结
果，才会对市场形成正面激励。

展望：
质量上乘，口碑收视如何兼收
相比大女主戏的强劲势头，大男主戏
却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困境，如何实现口
碑和收视双收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剧版《白鹿原》从剧本创作、演员阵容
到制作，
均是高水准。但收视一路被《欢乐
颂2
》 吊打，甚至还不如口碑差到极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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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美人》，
让人大跌眼镜。
《大军师司马懿
之军师联盟》 凭借自身品质，吴秀波、刘
涛、于和伟这样的阵容，取得一路上扬的
口碑，但对于这部总投资达4亿元、制作耗
时5年的大剧来说，
网络播放量并不出彩。
有人分析，大男主戏之所以难以在口
碑和收视上同时实现双丰收，与其题材自
身的局限性有很大关系。首先，这些剧与
当下观众和生活缺乏接近性。离现代都市
生活较远，很难给观众代入感和情感共
鸣。其次，追剧的女性观众人数大于男性，
所以女性题材电视剧带来的收入大于男
性题材电视剧。而大男主戏的剧情风格男
性化太明显，线索比较复杂，受众面窄，无
法引起女性兴趣。再次，大男主戏遵循严
肃的正剧叙事原则，老戏骨的加盟更是保
障了整部剧的表演不会脱轨。
如今的文化审美环境中，恰恰这种严
肃的叙事没有优势，也缺乏话题和噱头。
因此大男主戏迎来“逆袭”的道路还是十
分漫长。杨洋、吴亦凡等当红偶像主演的
戏有望率先打破困境，如果他们的演技能
过关的话。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阳）中国足球队官
方微博日前透露，李铁不再担任国家队领队兼助理教
练，此前武汉卓尔已宣布李铁成为球队主帅。
公告说到：结束了五天的集训后，中国男足集体兵
发日本，正式出征2017年日本东亚足联杯决赛阶段的比
赛。在深圳集训期间，中国男足国家队还拍摄了出征的
全家福。细心的球迷会发现，本次全家福照片中没有了
李铁的身影。由于工作变动，从本期集训开始，李铁不再
担任国家队领队兼助理教练的工作。
自2014年佩兰执教国家队时期，李铁便开始了他的
国家队教练生涯；2016年随着里皮执掌国家队的帅印，
李铁作为里皮执教恒大时期的好搭档再次加入国足，成
为中国男足的助理教练兼领队。李铁在国家队期间协调
教练组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中国足协和教练组普遍的
认同和肯定，在离开国家队赴武汉卓尔俱乐部到任之
前，李铁也曾专程到中国足协告别。

亚冠分组抽签昨举行
广州恒大形势相对有利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阳）亚冠联赛小组
赛抽签仪式昨举行，东亚区抽签结果如下：
E组：全北现代、杰志、资格赛球队（天津权健所在
区）、资格赛球队（
大阪樱花所在区）
F组：川崎前锋、蔚山现代、墨尔本胜利、资格赛球队
（上海上港所在区）
G组：广州恒大、
日本天皇杯冠军、济州联、武里南联
H组：悉尼FC、上海申花、鹿岛鹿角、资格赛球队（水
原三星所在区）

国足热身赛小胜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阳）备战东亚杯的
国足日前与广州恒大预备队进行了一场教学比赛。肖
智、于大宝各打进一球，国足2：0轻松获胜。
国足本月1日开始集训，而与恒大预备队的比赛是
出征东亚杯前唯一一场热身赛。本场比赛中，国足一直
占据主动，肖智一记世界波打破僵局，易边再战，多名老
队员替补登场，
国足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终场前，于大
宝门前抢点破门。
有消息称，张琳 因伤很难在东亚杯上登场，而昨
天他就没有在热身赛上出场。据了解，张琳 会随队前
往东京，但基本确定不会参加比赛。
国足昨日已经飞抵日本。本届东亚杯比赛将于9日
拉开帷幕。

俄罗斯代表团无缘平昌冬奥会 “干净”运动员可被邀请参赛

俄国家电视台给五环打斜杠
本报讯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昨
日决定，禁止俄罗斯代表团参加将
于2018年举行的平昌冬奥会，邀请
符合条件的运动员以“来自俄罗斯
的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员（Ol
ympi
c
At
hl
et
e f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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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a
）”名义参
加个人或集体项目，任何仪式不会
出现俄罗斯国旗和国歌。
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客户端
报道，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经过 讨
论，接受了由瑞士原联邦主席 施
密德担任负责人的委员会做出的
《施密德报告》，该报告证实俄罗
斯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存在系统性
操纵反兴奋剂系统的情况。根据
施密德委员会的建议，国际奥 委

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 奥 委
会的资格，决定即刻生效。邀请符
合条件的运动员参加平昌冬奥
会，他们将身穿带有这一名 字 的
比赛服参赛，仪式上升奥林 匹 克
会旗，奏奥林匹克会歌。
2016年，针对调查俄罗斯体育
禁药丑闻的“麦克拉伦报告”显示，
在2011年~2015年，1000名多俄罗
斯选手涉嫌服用兴奋剂，涉及30个
夏季/
冬季奥运项目，而俄罗斯政府
采用了有组织地偷换运动员送检尿
样等方式掩盖运动员集体服药的行
为。俄罗斯田径队因此无缘里约奥
运会。今年的田径世锦赛，俄罗斯选
手也是以中立身份参赛。

而在冰雪项目方面，平昌冬奥
会即将开始，在过去一周，多位在
2014年索契冬奥会获奖牌的俄罗斯
运动员受到禁赛处罚，俄罗斯总共
被剥夺了11枚奥运奖牌。
针对国际奥委会做出的俄奥
委会被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议 禁
赛的决定，全俄电视和广播 电 视
公司（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在当天
转播国际奥委会发布会的过程
中，通过字幕声明该电视台 将 不
会 转 播 明 年 2月 在 韩 国 平 昌 举 行
的冬奥会。
俄国家电视台在屏幕右上角的
奥运五环标志上增加了斜杠，以抗
议国际奥委会当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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