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BA常规赛：骑士胜开拓者

1月2日，在2017－2018赛季NBA常规
赛中，克利夫兰骑士队主场以127∶110战胜
波特兰开拓者队。 （据新华社）

骑士队球员杰夫骑士队球员杰夫··格林格林（（右右））在开拓在开拓
者队球员纽基奇的防守下上篮者队球员纽基奇的防守下上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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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写意中国画作品展在昌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中国美术家协会

主办，南昌市委宣传部、青云谱区委区政府、
南昌市文联承办的2017“八大山人”全国写意
中国画作品展，1月3日在南昌举行。

据悉，此次画展旨在打造“八大山人”文化
品牌。今年4月，展览组委会面向全国发出征
稿通知后，共收到4000余件作品参赛。经过中
国美术家协会专家评委严格的初评和复评，90
件高质量的写意中国画脱颖而出，在这次画展
中集中亮相。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月10日。

第十五届省运会竞赛规程新意多多

不拘一格选拔后备人才
不遗余力推动全民健身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为期9天、计划
于10月在景德镇市举行的江西省第十五
届运动会，无疑是今年我省的一件大事、喜
事。1月3日，在《江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
竞赛规程总则》（以下简称《规程总则》）新
鲜“出炉”之际，记者采访了解到，为了达到

“不拘一格选拔后备人才”“不遗余力推动
全民健身”的目的，今年的省运会进行了诸
多改革创新，将呈现参赛人数增多、涉及人
群更广、项目设置增加、比赛规模扩大、赛
制更加新颖等诸多新变化。

《规程总则》指出，举办新时代的省运
会，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
步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全面展示我省体育
事业发展成果、全面检阅体育发展成效，促
进全民健身广泛深入开展，促进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全面精准培养，促进体育产业为
拉动经济增长做贡献，推动群众体育、竞技
体育、体育产业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各具
特色，为促进健康江西建设和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

西发挥积极作用。
本届省运会首先是部别“变脸”。尽管

设置的部别仍为4个，分别为青少年部、社
会部、学校部、机关部，但是往届的“高校
部”今年被“学校部”所取代。而“学校部”
设立了高校组和高中组2个组别。高中组
设置了包括“三大球”，航模（航空模型、航
海模型、车辆模型），健美操、跳绳等6个大
项。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徐跃跃告诉
记者，过去由于青少部青少年组的年龄划
分比较严格，不少超龄的孩子不能参加省
运会的选拔，因此今年设立高中组。据悉，
高中组取消了年龄限制。

本届省运会鼓励跨界跨项参赛，因此
组别和项目大幅增加。2017年，国家体育
总局以第十三届全运会为载体，鼓励各省
跨界、跨项发现、选拔后备人才。因此，我
们看到今年的省运会也呈现此特点。为了
发现更多更好的青少年后备人才，青少年
部在往届“青少年组”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
组别，分别是“俱乐部组”和“跨界跨项

组”。青少年组设17个大项，其中包括新
设的一个大项“攀岩”。因为攀岩、女子划
艇项目将出现在 2020 年的东京奥运会
上。今年的省运会青少年组，在田径、游
泳、划船3个项目上，运动员的参赛年龄有
所放宽。

俱乐部组设15个大项，有传统的田
径、游泳、羽毛球项目，有时尚的击剑、定
向越野项目，有在我省开展广泛的跆拳
道、乒乓球等项目，还有跳绳、踢毽、拔河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围绕我省的“小
巧水”战略布局，“跨界跨项组”设了13个
项目。为什么要设“俱乐部组”呢？因为
社会群体中，尤其是在体育俱乐部里有许
多运动好苗子，包括表现出一定天赋但未
到运动员注册年龄的孩子，年龄偏大不能
正常参赛的孩子，不希望成为专业运动员
但却想通过比赛来证明自己的孩子。省
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副处长张建业说，设

“俱乐部组”，一方面可以实现这些孩子的
梦想，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参赛面、扩大人

才选拔面。
本届省运会还有一个新气象，就是体

育“草根达人”也可以登上省运会的领奖
台，突出群众性的特点。省运会是一根杠
杆，撬动各地积极培养优秀苗子的同时，也
在撬动各地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
今年的省运会，社会部所设大项达到26项
之多，新增了攀岩、电子竞技、广场舞、山地
自行车、龙舟、笼式足球、马术、高尔夫球等
多个项目。另外，开展“我要上省运 健康
江西人”选拔活动，增进普通百姓参与大赛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据悉，此次省运会社
会部的比赛，只要是持有江西省正式户籍
或在江西辖区内工作、学习、生活的健康公
民都可以报名参赛，广泛体现了全民省运
的特点。本次省运会机关部的项目设置由
省直机关工委负责安排，目前该工作也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

记者还了解到，本届省运会对各代表
团的成绩不排名、不设榜，但对各单项的成
绩进行排名。

《我的上高》获电影“百合奖”
本报上高讯（记者邹海斌）近日，在第16

届电影“百合奖”颁奖典礼上，电影《我的上
高》喜获两项大奖：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编剧
奖；还获得最佳男演员奖和最佳导演奖两项
提名，成为本届“百合奖”获奖最多的影片。

电影“百合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批准，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主办的电视
电影奖，每年评选一次。《我的上高》电影由中
共上高县委、县人民政府与北京御景江山影
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摄制，以上高会战
为背景，以中共地下党员、上高县长带领和发
动民众奋勇直前为线索，塑造了同仇敌忾、保
家卫国的抗日英雄形象。该影片2017年3月
8日在央视首播，并先后3次在央视重播。

WCBA全明星赛花落南昌

八一女篮三位姑娘入围
本报讯 （记者陈璋）1月3日，记者了解

到，2018WCBA全明星赛将于1月21日晚在
南昌国体中心举行，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将来
南昌为比赛助阵。目前，八一女篮共有 3 人
入围WCBA全明星首发球员候选名单，并在
球迷投票中暂时处于领先位置。

据介绍，作为本赛季WCBA联赛的重头
戏之一，全明星周末将于 1 月 21 日-22 日在
南昌举行。除了进行全明星赛外，还将进行

“给力新星赛”、3分球远投大赛、技巧挑战赛，
这也是南昌首次迎来中国篮球顶级联赛全明
星周末。

依据惯例，全明星首发球员仍将由球迷
决定。此次票选活动从1月2日开始，球迷同
时从南方和北方球员候选名单中各挑5名球
员（1名中锋、2名前锋、2名后卫）作为南北方两
队的首发球员，其中每方首发五名球员中最多
只能有两名外籍球员，中国篮协将对WCBA
全明星赛首发球员票选结果每周公布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南昌八一红谷滩女篮共
有3人入围候选名单，分别是露雯、王雪朦入
围南区前锋首发候选名单，孙梦然入围南区
中锋首发候选名单。截至 1 月 3 日 17 时，三
人均在投票中领跑。其中，露雯 77890 票和
王雪朦 73138 票位居南区前锋首发前两名，
孙梦然 94808 票位居南区中锋首发第一名。
喜欢八一女篮的球迷们，可以登录中国篮协
网站投票。

《24小时》许晴挑战惊险动作戏
1月2日，好莱坞犯罪动作电影《24小时：

末路重生》宣布定档1月26日公映。影片由
好莱坞男星伊桑·霍克搭档中国女星许晴领
衔主演，参与过《钢铁侠3》《猩球崛起》《X战
警：第一战》等影片的布莱恩·史莫兹执导。

《24小时：末路重生》讲述伊桑·霍克饰演
的职业杀手在执行一次特殊任务后，经历了
生死重生的过程，在 24 小时的紧张时限中，
他在许晴饰演的华裔国际女刑警的帮助下，
重新设置任务目标，完成复仇与赎罪。此前
影片已于北美上映，收获不俗反响。

曾主演《死亡诗社》《爱在黎明破晓前》
《少年时代》等经典电影的伊桑·霍克被称为
“好莱坞文艺男神”，此次他出演一名杀手，是
其演员生涯中的一大突破。许晴此前已在好
莱坞电影《环形使者》中和布鲁斯·威利斯上
演“跨国恋”，此次又颠覆了以往银幕形象，饰
演一名身手了得的国际女刑警，亲身上阵完
成了大量动作戏。 （聂宽冕）

进入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越
来越近，晋级决赛圈的 32 支参赛队
也都进入备战时间。在本届世界杯
上，将首次有伊朗队、澳大利亚队、
日本队、韩国队和沙特队5支来自亚
足联的球队参赛。不过，从国际足
联最新排名上看，在参赛数量上创
下新高的亚洲区球队，其整体水平
仍然在各大洲球队中垫底。

早在上个月的俄罗斯世界杯分
组抽签揭晓后，外界对亚洲区球队
的世界杯前景就不太乐观。不少人
甚至预测，亚洲区球队将重复在4年
前巴西世界杯上的惨淡表现，5支参
赛球队在小组赛结束后就将全部打
道回府。

排名：在各大洲垫底

4年前，在巴西世界杯上，4支来
自亚足联的参赛队在12场比赛中共
取得 3平 9负的战绩，在世界足球版
图上的各个大洲中，亚洲是唯一没
有参赛球队晋级当届世界杯 16 强
的。

国际足联上月底发布的2017年
年终世界排名积分榜显示，晋级俄

罗斯世界杯 32 强的球队中，除了东
道主俄罗斯队以外的13支欧洲区球
队平均积分为1148分，5支南美区球
队的平均积分为1192分，5支非洲区
球队的平均积分为 781分，3支中北
美及加勒比区球队的平均积分为
834分，而 5支亚洲区球队的平均积
分仅为651分。在排名方面，亚洲球
队中最高的是排第 32 位的伊朗队，
最低的是排名第 63 位的沙特队，沙
特队也是本次世界杯32强中所有参
赛队中世界排名最低的球队。

俄罗斯世界杯分组抽签的分档
情况也能说明，亚洲足球的整体水
平在各大洲垫底。5 支亚洲区球队
中仅有伊朗队挤进第三档，澳大利
亚队、日本队、韩国队和沙特队全部
处于第四档。

分组：想晋级困难重重

不利的分档，让亚洲区球队在
俄罗斯世界杯分组时无缘好签。

亚洲区球队中世界排名最高的
伊朗队，与葡萄牙队、西班牙队和摩
洛哥队同处B组，其中拥有C·罗的
葡萄牙队与已基本度过新老交替阵

痛期的西班牙队都是夺冠热门。所
以伊朗队主教练奎罗斯早就运用起
了外交辞令：“我们将拼尽全力，为
荣誉和尊严而战。”

日本队与波兰队、塞内加尔队
和哥伦比亚队一起分到H组。哥伦
比亚队曾在上届世界杯上 4 比 1 大
胜日本队，拥有莱万多夫斯基的波
兰队也实力强劲。不过，日本国内
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80%的日本球
迷认为日本队能从小组出线。

另外一支来自东亚的韩国队本
次世界杯的签运极差，他们与卫冕
冠军德国队、附加赛淘汰意大利队
的瑞典队以及谁都不敢小瞧的墨西
哥队同在 G 组。对于“太极虎”来
说，小组出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沙特队与东道主俄罗斯队、乌
拉圭队和埃及队同在A组。对沙特
队来说，与东道主的揭幕战既艰难
又关键。可以想象一下，人家东道
主的首次亮相，能轻易表演砸了？

亚洲足球的“外来户”澳大利亚
队与法国队、丹麦队和秘鲁队同在C
组，除种子队法国队的实力明显高
出一筹外，其他3支球队实力差距并

不大，澳大利亚的小组出线机会相
对其他亚洲兄弟球队更大。

备战：日澳都有烦心事

进入 2018 年后，各支世界杯参
赛队都进入了备战时间。不过，几
支亚洲球队都有各自的麻烦。

澳大利亚队在去年11月底通过
附加赛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后，执教
球队多年的主教练波斯特科格鲁宣
布辞职，一个多月过去了，澳大利亚
足协仍迟迟找不到合适的继任者。
据悉，前恒大主帅斯科拉里、德国教
练克林斯曼等名帅都在澳大利亚足
协的考虑范围内。

澳大利亚队群龙无首，日本队
则可能临阵换帅。在上月东亚杯争
冠比赛中 1比 4惨败给韩国队后，日
本国内各界对主帅哈利霍季奇十分
不满。日本媒体日前透露，哈利霍
季奇去年年底回国度假，要一直到
今年3月才能重回岗位，在球队备战
世界杯的关键阶段，这样的安排显
然不妥，甚至有不少日本媒体已经
在呼吁足协解雇这位波黑教练。

（赵晓松）

2018，亚洲足球能否有惊喜？

年轻演员很“惊艳”

在《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中，第一部的
主演全部“换血”。对此孔笙认为，这是故
事本身决定的。几十年后，能活着的人已
经很少了，所以不可能再用第一部的主要
演员来演，“我们原则是主要演员都不可以
再出现，否则这个故事没法往下讲。”而选
择新演员的原则就是“合适”。

对于第一次演电视剧的刘昊然和张慧
雯，包括年轻演员吴昊宸，孔笙都是褒奖有
加，不吝用“惊艳”来形容他们的表现，“当
时在选择刘昊然和张慧雯的时候，我们首
先注意的是他们对演戏是否有着特别在意
的态度，我觉得两个孩子首先是态度特别
好，而且越拍越好，所以结果也非常好。”孔
笙说，刘昊然扮演的萧平旌最后“做了一件
父辈和兄长都没有完成的事情，那个时候
你们就会觉得这个孩子简直是不得了。”吴
昊宸扮演的萧元启在孔笙看来不是一个纯
粹意义上的坏人，吴昊宸也非常努力地诠释
了这个“野心取代了正确行为”的小侯爷。

黄晓明有“大哥”气质

同样在此前存在争议的还有黄晓明的
演技。孔笙则表示在最初选择的时候就认

定黄晓明合适“大哥”这个人物，“他在生活
中就有这个大哥的气质，再加上晓明也愿
意演这个不是绝对男一号的人物。经过他
的努力，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真的觉得完
成的特别好。”

虽然与第一部的梅长苏都背负了“复
仇”的主题，但《风起长林》中濮阳缨却有着
不同的出发点：一个是为了国家，为了正
义，为了天下大众，另一个则是为了私利。
有观众认为，濮阳缨就是“反面梅长苏”。
孔笙觉得，梅长苏和濮阳缨都是很聪明的
人，做的事情都非常有心机，但是出发点不
同，传达的东西就不同。孔笙眼中的濮阳
缨是搅动故事的很关键人物，但当初拍戏
时郭京飞的造型一亮相却把他吓了一跳：

“我们当时也是觉得有点拿不准，觉得这个
行吗？是不是风格上有点过？但郭京飞老
师自己说，他说我有一种和人物附体的感
觉，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感觉决定了这样一
个造型。”孔笙说，郭京飞演出了这个人物
的“妖”和“阴”，是整部剧的一个“亮点”。

对待历史需要尊重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延续了第一部架
空历史写故事，也延续了古风古韵的特

点。孔笙认为，无论是架空还是历史正剧，
最重要的就是要传达什么、传达的是否是
正能量，“对待历史，对待中国文化的尊重，
这是特别重要的事。”在孔笙看来，一些古
装剧中不着边际的“胡来”，无论是对观众，
还是对下一代，都是不严谨的。孔笙说，在
拍摄过程中只有一个态度，就是把故事讲
好，把人物讲好。至于“剧二代”都不易出
彩的问题，孔笙说“没有想的那么复杂”，

“第二部能否达到第一部的那种口碑或者
影响力，从创作者的角度不会想太多，只是
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从第一部时梅长苏逐一“破案”式的穿
针引线，到第二部中多条线索齐头并进，孔
笙觉得好的东西并不一定复制了依然是好
的。第二部中，以长林王府的兄弟、父子关
系，众多人物把大梁后续的故事讲出来，主
题是积极向上的家国情怀，“我觉得是一个很
动人的故事。”孔笙说，作为创作者，这样的故
事把“自己感动了，也努力去感动别人。”

对于《琅琊榜》的故事要不要继续拍下
去这个问题，孔笙坦言，我们是很愿意往下
拍，但要看“海宴要不要写第三部，侯鸿亮
要不要拍第三部。我觉得既然是一个好故
事，大家喜欢，我也愿意，有机会的话，会去
拍这样的故事。” （邱 伟）

《琅琊榜》导演孔笙 好故事值得拍下去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正在北京卫视

和东方卫视播出。笼罩在第一部的光环

之下，这部“剧二代”开播至今也成为网络

上的高口碑之作。对于两部之间的比较、

第一部的成功给拍摄第二部带来的压力，

导演孔笙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续集作品并

不一定要“超越”，只要努力去做一件事

情，把故事讲好，把人物讲好就足够了。

对于会不会把《琅琊榜》继续拍下去，孔笙

则笑称要看“海宴写不写、侯鸿亮拍不

拍”，“我觉得既然是一个好故事，大家也

愿意，有机会的话，会去拍这样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