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队出线要“看脸”

四年一度的全世界球迷盛宴——世界杯“开席”之前，抽签作为一道餐前“开胃菜”无论结果如

何，总会成为球迷迎接大赛前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北京时间12月1日夜，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抽签仪式就将在莫斯科举行，在32强

分组形势彻底明朗之前，会否出现“死亡之组”、东道主将会面对怎样的小组对手以及亚洲球队“签

景”如何，或许是中国球迷当前较关心的三个问题。

世界杯抽签前瞻

巴、阿或落“死亡之组”

南美“双雄”或遇“死亡之组”

根据本届世界杯32强的分档，死亡
之组成立的条件是：第三档、第四档的球
队要实力强劲。如果说第三档球队相对
实力平均的话，那么第四档的塞尔维亚或
尼日利亚则具备构建死亡之组的成色。

再考虑到按照抽签规则，除欧洲球队
外其他队伍“同洲不同组”，每组都要有至
少一支、至多两支欧洲球队，一旦第二档的
四支或者第三档三支欧洲队中有一支被抽
出来与塞尔维亚同组，那么第一档的非欧
洲球队就只剩两支——巴西和阿根廷。想
想南美“双雄”之一在小组赛中就可能遇到
西班牙、塞尔维亚以及哥斯达黎加这三个对
手，巴西、阿根廷的球迷们或许已经开始担
心了。

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首”，仔细研究抽
签规则就会发现，2002年世界杯时被分在一
组的阿根廷、英格兰、瑞典和尼日利亚很有可
能再度在明年重温怀旧版“死亡之组”。想想
当年一代“神锋”巴蒂斯图塔在风中凌乱的长
发和婆娑的泪眼，再联系到阿根廷在预选赛阶
段糟糕的竞技状态，以及不久前在友谊赛中负
于尼日利亚的事实，梅西率领的“蓝白军团”这
次很可能会直面“宿命”，赢来残酷而艰辛的小
组赛征程。

其他第
一 档 欧
洲球队的
日子也不
一定好过，
假设把葡萄
牙或德国和
英格兰、哥斯
达黎加、尼日利
亚分到一组，欧
洲冠军或世界杯
卫冕冠军的小组

出线难度肯定也会增加不少。假设二、三、四档
的球队分别为哥伦比亚、冰岛和尼日利亚，那么
种子队也可能将面临小组赛出局的风险。

东道主或难进八强

进入2018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32强中，东
道主俄罗斯队是今年10月公布的世界排名中，
位居32强末位的那一支。从最近5届世界杯赛
来看，除去2002年的韩国外，进入八强的东道主
球队都须有相当强劲的实力，比如1998年东道
主法国队最终登顶，2006年的东道主德国队最
终进入四强，2014年的巴西队止步半决赛。

而2002年的日本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输
给土耳其，止步十六强。2010年的南非甚至都
没能进入淘汰赛阶段。“撼山易，进八强难！”东
道主通过抽签进入一个整体实力相对较弱的小
组可能性很大，但想要通过首轮淘汰赛，没点硬
实力可真是不行。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最理想的结局莫过于
与秘鲁、伊朗和巴拿马同分在A组之中。不过
如果真的想走得更远的话，那么把第二档的队
伍换成克罗地亚，将秘鲁放在隔壁小组作为淘
汰赛的潜在对手也不错。一旦俄罗斯人以小组
第一身份出线，和一个实力稍弱的另一组的第
二或是经过“死亡之组”搏杀无法以全主力出战
的球队相逢的话，那么也不排除俄罗斯人在八
强中占有一席之地。

东道主最不喜欢的第二档球队，很可能是英
格兰队。两队球迷曾在去年欧锦赛时在法国大动
干戈，一旦两队在小组赛阶段遭遇，东道主球员难
免有心理压力，安保压力估计也小不了，场内场外
因素都会对球员正常发挥水平产生影响。

亚洲球队“签运”即命运

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4支参赛的亚洲球
队在各自小组中全部垫底。4年之后，5支亚
洲球队参加俄罗斯世界杯，他们的“签运”，
恐怕就将决定各自最终的命运。

对于第四档的4支亚洲球队来说，
同时抽到俄罗斯、克罗地亚（或哥伦
比亚）和塞内加尔应算是一个“上
签”。俄罗斯是第一档中实力最
弱的球队，第二档中的克罗地
亚世界排名较低，而哥伦比
亚最近有过友谊赛不敌韩
国队的交锋记录。至于
在第三档中选择塞内
加尔，某种程度上也
是考虑到其世界排
名在同档球队中
较低的因素。
如果韩国、日
本、沙特和
澳大利亚
抽到这

三支球队，从小组中突围便多了
一份胜算。

但如果这4支队中有一支同时
抽到德国、西班牙和哥斯达黎加，那
么球队几乎可以预订小组赛结束后打道
回府的机票了。德国、西班牙两队的实力
不用多说，哥斯达黎加上届世界杯从拥有
意大利和英格兰的D组中以小组第一
的身份突围成功，本届世界杯预选赛
阶段“双杀”美国队，又在主场 1∶1
战平过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预选
赛头名墨西哥队。这样看来，一
旦摊上这3支球队，亚洲球队只
能自求多福了。

对分在第三档的伊朗
队而言，假设与德国、西班
牙以及第四档的尼日利亚相逢，那
么球队参加世界杯也许只有走
走过场的份了。当然，伊朗队
也有可能“签景”光明，如果
他们抽到俄罗斯、秘鲁和
巴拿马，那么也许还有晋
级十六强的希望。

（新华社记者 姚
友明）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乒乓球运
动员如何划定自己的运动等级？业余乒
乓爱好者如何评定自己的技术水平？市
面上的大众乒乓等级考试靠谱吗？近
日，记者从中国乒协了解到，“中国乒乓
球运动水平等级评定管理体系”正在制
定。完成后，全国将建立起一套乒乓球
专业化的等级标准。

据了解，中国乒协目前不但有针对
专业运动员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也有针对业余爱好者的《中国乒乓球业
余运动员等级制》，而且在2016年又推出
了《中国乒乓球协会竞赛积分管理办法
（试行）》,开始尝试根据会员参加中国乒
协主办、授权、认证的各级积分赛成绩计
算其相应积分并为其进行动态排序。不
管是专业运动员还是业余选手，都可以
通过多种形式的比赛，由各级主管机构
评定运动等级。

针对目前全国乒乓球爱好者的考级
热，乒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全民健身”已
上升为国家战略，对群众性体育运动水
平等级的评定，是全民健身运动中十分
重要的环节。依据国家体育总局对乒乓
球项目改革的一系列要求，为进一步推

动全民健身持续协调发展，促进群众体
育和竞技体育的深度融合，避免目前各类
乒乓球运动水平等级认定管理中的制度
交叉和实践混乱，进一步加强和提高群众
性体育运动员水平等级评定制度科学、合
理和规范化，中国乒协正在制定“中国乒
乓球运动水平等级评定管理体系”。

据介绍，该体系遵循统一规范管理
的原则，尊重乒乓球运动项目规律和我
国乒乓球竞技、全民健身的发展现状，
将目前不同类型、多种形式的运动水平
等级评定标准有机统一，实现“业余技
术等级”和“专业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有
效衔接，逐步建立起包括专业运动员技
术等级，同时覆盖群众性体育锻炼的乒
乓球运动水平等级评定管理制度和标准
体系。

此外，该体系还将打破训练与竞赛
分离的传统观念，根据不同年龄段、不同
水平、不同需求的人群，将乒乓球单项技
术技能评定、中国乒协竞赛积分和有关
赛事成绩三项考核指标结合起来，综合
对专业和全民健身爱好者的运动水平进
行评定，使赛练无缝衔接，从而进一步提
高广大乒乓球爱好者参与度。

中国乒协将制定乒乓专业等级标准

NBA常规赛：骑士胜热火

11月28日，在2017-2018赛季NBA常规赛
中，克利夫兰骑士队主场以108∶97战胜迈阿密
热火队。 （据新华社）

骑士队球员勒布朗骑士队球员勒布朗··詹姆斯詹姆斯（（右右））在比在比
赛中传球赛中传球。。

十三运兴奋剂违规人员受到严厉处罚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

公布了对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期间三例兴奋剂
违规事件通报，多人遭到禁赛四年的严厉处罚。

通报说，2017年9月3日，在第十三届全国运
动会决赛期间的赛内检查中，湖北省体育代表团
田径运动员杨新利的尿样检测结果呈蛋白同化
制剂（司坦唑醇代谢物）阳性，河北省体育代表团
游泳运动员刘子璇的尿样检测结果呈利尿剂（氢
氯噻嗪）阳性。9月4日，火车头体协体育代表团
摔跤运动员段宁的尿样检测结果呈蛋白同化制
剂（美雄酮代谢物）阳性。

按照相关规定，除三名运动员的十三运比赛
成绩全部取消外，杨新利被禁赛4年和负担40例
兴奋剂检测费用（40000元），主管教练员王晓辉
被禁赛4年和负担40例兴奋剂检测费用；刘子璇
被禁赛2年和负担20例兴奋剂检测费用，主管教
练员刘海涛被禁赛 2 年和负担 10 例兴奋剂检测
费用；段宁被禁赛4年和负担40例兴奋剂检测费
用，主管教练员廖儒将被禁赛4年和负担40例兴
奋剂检测费用。

全国大学生攀岩锦标赛江西选手获2金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 通讯员吕海）11月28
日，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的第十五届全国大
学生攀岩锦标赛在合肥结束，江西高校4名选手
获得2金5银的好成绩。

全国大学生攀岩锦标赛是全国大学生攀岩
赛事中高级别的赛事，全国41支代表队290名高
校选手参赛。江西派出24名选手参赛，欧志勇分
别获得丙组男子速度赛、攀石赛金牌，边巴扎西
分别获得丙组男子速度赛、攀石赛银牌，普布卓
玛分别获得丙组女子难度赛、攀石赛银牌，孙泽
亿获得丙组男子难度赛银牌。据介绍，这4名选
手是正在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接受攀岩训练
的江西理工大学在读学生。

斯诺克英锦赛：傅家俊首轮晋级

11月28日，在英国约克进行的2017斯诺克

英国锦标赛首轮比赛中，中国香港选手傅家俊以

6∶2战胜英格兰选手邦德，顺利晋级。（据新华社）

傅家俊在比赛中。

成为荧屏热点

所谓“大女主”戏，即以女性传
奇人生为主线的古装剧。纵观历

年荧屏，“大女主”戏一直占有重要位
置，无论是《芈月传》《甄嬛传》《女医明妃

传》，还是《花千骨》《武媚娘传奇》《陆贞传
奇》《锦绣未央》，均吸引了不少观众和网友的
视线。今年，“大女主”戏的热度丝毫未减，从
年初的《大唐荣耀》到后来的《楚乔传》《醉玲
珑》《秦时明月丽人心》《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那年花开月正圆》，无一不是“大女主”戏。
“大女主”戏成为荧屏热点的原因很多。

主要是“大女主”的历史原型在史册上记载不
多，存在较大的艺术虚构空间，不像汉武大
帝、康熙大帝或曹操、岳飞等“大男主”戏，历
史原型都有详尽记载，不便过度虚构。而古
代传奇女性的背后，往往会有一个甚至多个
成就其人生的男人。在古装“大男主”戏中，
女人是配角，而“大女主”戏中男人的发挥余
地也很大，很容易展开男女情感的戏份。另
外，电视观众以女性居多，以女性为主角更能

吸引眼球、拉高收视率，所以，孙俪、范冰冰、
周迅、杨幂、倪妮、赵丽颖等女明星都青睐“大
女主”戏。

竞争十分激烈

荧屏竞争往往存在急功近利的弊病。孙
俪主演的《那年花开月正圆》创下今年荧屏古
装剧收视纪录后，不仅使孙俪成了今年名副
其实的“收视女王”，也推动了明年“大女主”
戏的继续升温。据悉，当前有多达 10位一线
女星手握着一部“大女主”戏，都在排队期待
明年播出，竞争十分激烈。

由周迅、霍建华、董洁、邬君梅、张钧甯、
李纯等主演的《如懿传》投资高达 3亿元，该
剧一开拍就风波不断，先是涉嫌抄袭，两位男
女主角1.5亿的天价片酬也引起了争议，后又
传出 100集的长度似有注水嫌疑。由范冰冰
霸气出演的《赢天下》耗资 5亿元，由《武媚娘
传奇》原班人马打造，讲述的是寡妇巴清与

“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爱恨纠葛，该剧尚未播
出已话题不断，近来它出现在好几家卫视的
招商会上，后又传出过独播方因价格问题而

“退片”的消息。

有点审美疲劳

风波不断，预示着“大女主”戏的前景有
点不妙。由于近年来“大女主”戏蜂拥而至，
层出不穷，数量过多过滥，观众对此已有点审
美疲劳，以至有人将今年称为“大女主”戏的

“套路戏”之年，相似的情节缺乏新意，不是一
路争斗的宫廷神话，就是华美空洞的美女展
示，观众确实有点看腻了。

其次，“大女主”古装戏大多都是鸿篇巨
制，动辄七八十集甚至上百集，这样的大投资
大制作只有网台双播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
但目前具有购买此类剧财力的只有五大卫
视。且受限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黄金档对
古装剧的规定（播出量不超过15%，原则上两
部古装剧不能接档播出），如此数量的“大女
主”戏很难被荧屏消化。因此，有业内人士预
言，明年“大女主”戏的前景不容乐观。

（俞亮鑫）

女性传奇古装剧蜂拥而至

“大女主”
明年荧屏难作主

年终岁尾，各大卫视和各大视频

网站纷纷公布明年的播出计划，从已

公布的片单来看，“大女主”的戏不少，

如《如懿传》《赢天下》《扶摇皇后》《独

孤皇后》《独孤天下》《大明皇妃》《凤囚

凰》《凰权·弈天下》《芸汐传》等，据悉

有12部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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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如懿传》宣传海报。

八一女篮主场不敌江苏队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11 月 29 日晚，

2017—18赛季WCBA展开第八轮的争夺，八一红
谷滩女篮在主场迎来江苏牛首山女篮的挑战，此
前七战只有两胜的八一女篮急需在主场拿到一
场胜利，可惜已经三连败的八一女篮并没有为本
土球迷带来惊喜，73∶81，八一女篮主场不敌江苏
队，吞下了4连败。

首节，八一女篮祭出了最强进攻阵容，王雪
朦、露雯、孙梦然皆首发，江苏队则派出一大四
小，希望以速度制衡八一女篮的高度。进攻方
面，江苏女篮依靠突破和快速传接球拉开空位制
造三分机会，在首节她们的22分里，有15分都是
三分获得。第一节结束，八一女篮以20∶22落后
两分。

第二节开始，客队将自己小快灵的特点充分
发挥，八一女篮场上大个比较多，在速度上完全处
于劣势，多次被对手追身三分。第二节过半的时
候，八一女篮已被对手拉开10分的差距。第三节
八一女篮差点崩盘，在前两节速度上吃亏的她们
没有吸取教训，用四大一小阵容想强攻内线，可惜
客队根本不打阵地战，快攻加三分打得八一队毫
无脾气。本节结束，八一女篮54∶62落后了8分。

在最后一节，八一女篮依旧强攻内线，在开
始的两分钟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获得不少罚
球，但在防守对手的小快灵上依旧办法不多，双
方的比分差距也一直维持在8分左右。最终，八
一女篮在主场73∶81告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