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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曼城胜斯托克城

3月 12日，在 2017-2018赛季英格兰
足球超级联赛第30轮比赛中，曼城队客场
以2∶0战胜斯托克城队。 （据新华社）

曼城队球员大卫·席尔瓦（上）在进球
后和队友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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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棋手丁立人收获三连平
新华社柏林3月12日电 中国国际象棋

协会消息，在德国柏林进行的2018国际象棋
世界冠军候选人赛12日进入第三轮争夺，中
国棋手丁立人在当日比赛中弈和美国选手苏
伟利，三轮之后收获三场平局。

本届世界冠军候选人赛中有包括丁立人
在内的8位顶尖棋手角逐，在双循环赛之后，
他们之中的胜者将会获得挑战现任棋王卡尔
森的资格。丁立人在 2017 年国际象棋男子
世界杯个人赛获得亚军，从而成为本届候选
人赛的参赛棋手。

前两轮比赛中，丁立人先后对弈亚美尼
亚选手阿罗尼扬与美国选手卡鲁阿纳均以和
棋收场，卡鲁阿纳的同胞苏伟利成为丁立人
第三轮的对手。前两轮一轮未胜的苏伟利本
轮吸取教训执白稳健防守，丁立人未能寻找
到突破机会，37回合后弈和对手收获三轮以
来第三个平局。

突尼斯确定世界杯热身赛对手
新华社突尼斯3月12日电 突尼斯足球

协会12日公布了入选国家集训队的28名球
员名单。他们将先后迎战热身赛对手伊朗队
和哥斯达黎加队，为俄罗斯世界杯做准备。

这次征召的球员中，10人来自突尼斯甲
级联赛，18人效力于法国甲级联赛和一些海
湾国家联赛。这支队伍定于本月 23 日在首
都突尼斯市主场对阵伊朗队，随后将前往法
国南部城市尼斯，迎战哥斯达黎加队。

依照赛程安排，突尼斯队还将于 5 月底
分别与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进行热身赛，为
世界杯决赛阶段做最后冲刺。

突尼斯队是非洲足球传统劲旅。依照国
际足联最新排名，突尼斯队以 914 分排名第
23位，是非洲排名最高球队。本届世界杯决
赛阶段，突尼斯与英格兰、比利时和巴拿马同
在一个小组。

斯皮尔伯格新片定档3月30日
大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

动作冒险巨制《头号玩家》日前宣布将于3月
30日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

电影《头号玩家》根据畅销小说《玩家一
号》改编，影片剧本由《复仇者联盟》编剧扎
克·佩恩和小说原著作者恩斯特·克莱恩共同
打造。故事讲述在2045年，现实世界衰退破
败，人们沉迷于虚拟现实（VR）游戏“绿洲”，
在虚幻世界里寻求慰藉。“绿洲”的创始人临
终前宣布，将亿万身家全部留给寻获彩蛋的
游戏玩家，史上最大规模的寻宝冒险就此展
开，男主角韦德·沃兹和数十亿竞争者踏上奇
妙而又危机重重的旅途。 （王金跃）

新时代 盛世修志
新形式 光影呈现

中超开战两轮，视频助理裁判（VAR）技术

越来越受到重视。3月11日晚在苏宁国安之战

中，如果不是主裁石祯禄借助视频助理裁判技

术的辨析，判定国安队巴坎布的那一粒进球有

效以及苏宁进球越位在先，比赛的胜负结果恐

将反转。视频助理裁判技术的运用，客观上导

致比赛时间延长，而由于对该技术的理解存在

差异，部分参赛球队也对其判罚有异议。

但此技术不过是主裁判在提升判罚准确性

上的高科技助手，在判罚上依然要以人为本，当

值主裁判是当仁不让的判罚决定者，对于新技

术也不能过分依赖。据悉，中国足协近日将在

中国杯举办期间在南宁先为媒体记者举办有关

VAR技术的业务培训课，让大家多认识认识视

频助理裁判。

视频助理裁判谨防“越位”

《中国影像方志》将拍遍中国2300多个县和县级市

“在平遥城内，以市楼为中心，南北、东西两条大街挑起了全

城大小190多条街巷。近4000处民居、店铺、庙宇等各类建筑广

布其间，元、明、清三代建筑风貌犹存，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四大

古城之一。”配合着旁白，山西平遥穿过2800年悠远的岁月，徐徐

展开，高高的城墙，巍峨的敌楼，日升昌票号的故事和平遥国际

摄影展的人群……《中国影像方志》新一季日前在央视科教频道

开播，40分钟里，一座活着的古城从过去走向未来。

在未来的一周，建德、平泉、高邮、黎平、安吉、阆中、宁城将

陆续播出。在未来的很长的日子里，我国行政区划中的2300多

个县和县级市，将逐一被以光影的方式记录，以电视的方式呈

现。盛世修志，大型文化影像工程《中国影像方志》，将最终让世

界看到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走进新时代、走向伟大复兴的完整

的中国。

中超对VAR新技术众说纷纭 关键判罚准确率有所提高

●沿袭 盛世修志

在中国，有句话叫“国有国史，地有方

志，家有家谱”，国史、方志、家谱，这些典

籍资料共同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史。

而地方志，承上启下，记录了各地的历史

变革、文化传承、地理风物、风俗民情等，

形成了独特的方志文化。

在中国，盛世修志是方志文化的传

统。历史上，每隔几十年，各地都会续修

地方志，以记录这些年来当地的发展和变

化。《中国影像方志》正是站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这个重要时点上，选

择全国 2300多个县作为拍摄对象的一次

纪录片史上的创举。自 2017年端午节首

播以来，已经播出的 53集，有闻名天下的

赤壁、安吉，也有不太为人所熟悉的林宝、

富顺，但每 40分钟，都把镜头聚焦于中华

大地上的一个县城，通过展示各具特色、

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揭示中华文脉的传

承发展，弘扬昂扬的时代精神。

●创新 影像表达

王立群教授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多

年，重修县志成为许多地方文化工作的一

个亮点。但是，所有历史的、当下的县志，

都有一个共同点：用文字记载，即便配有

少量照片，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成的

县志往往沉睡在各地的史志办，很少走进

百姓的视野，“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以文

字记载为主的方志，未能成为百姓关注的

书籍，实在是令人惋惜的一件事。”而这一

次，《中国影像方志》完全打破了自古以来

用文字记载县志的写法，在灵动的光影之

间，中华大地上的古老县志以全新的、饱

满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平遥篇》里，当 12 米高、6000 米长的

古城墙反复出现，26 次修葺的漫漫历史

被生动演绎；当日升昌票号以博物馆的

形式闪亮登场，小小一纸汇票，承载起平

遥人以信赢天下的智慧和以德聚人的情

操……可以说声、光、色、效的加入，使中

华大地的历史文明更加饱满，风土人情更

显韵味。创新的表达，不仅赢得了专业人

士的点赞，而且赢得了广大观众和网友的

追捧。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2 月，节目在

全网视频播放次数超过 2.55亿，独立访问

人数超过1.52亿。

●鲜活 紧跟时代

“一座活着的古城，在吐故纳新中，不

断蓄积着前行的力量，一座成长的古城，

在历久弥新中，再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平遥篇》的后记里，旁白这样说。这并不

是一句空话，从叙事结构，纪录片从日升

昌和票号的衰落讲到了今天中国领先世
界的移动支付。本集导演张超告诉记者，
在具体拍摄中，根据平遥国际摄影展的时
间安排，他们将原本定于一次的拍摄分拆
开来进行两次拍摄，“在保证平遥古城历
史风味得以展现的同时，实拍时我们增加
了一批鲜活的现实人物和现实素材，以古
鉴今，以今见古。”

在《中国影像方志》里，这样的例子比
比皆是。《安吉篇》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两山重要思想的提出，《赤壁篇》
里中国东西、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宏大展

现，《灵宝篇》里青年一代压延铜箔的科技

创新，《宁明篇》的生态农业和绿色科技发

展之路，无一不在生动记录着当下中华民

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所做的奋斗与创新，为这个伟大的

新时代打上了鲜活的印记。

（孙佳音）

平遥古城平遥古城

视频裁判提高判罚准确率

中国足协在上赛季中超收官阶段试用
VAR技术之后，从本赛季开始在中超全面
启用该项技术。由于视频助理裁判技术以
平均每场比赛12个机位的全角摄像材料作
为评判依据，并通过专业的视频助理裁判
员、助理操作员及至少1名鹰眼技术人员来
综合操作，因此该技术对场上的争议判罚
具有很强的纠错能力。

据统计，中超首轮 8 场比赛共发起 52
次协助检查，其中 5次涉及图像回放，而第
二轮的相关数据与首轮也大体相当。其
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场比赛的
VAR技术使用，分别是贵州恒丰主场与华
夏幸福、江苏苏宁主场与中赫国安的比
赛。对于前一场比赛的第二到第四粒进
球，当值主裁黑晓虎三度通过VAR技术断
定进球有效，整场比赛也因此持续了近100
分钟。赛后，华夏幸福主帅佩莱格里尼非
常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VAR没有给
比赛带来太多帮助，应该限制其使用次
数。此外，他还对该技术主、客队使用次数
不同提出异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VAR技术的运用明
显提高了联赛中的判罚准确率，也减少了
因争议判罚而导致的场上纷争，特别是针
对裁判员判罚的不理智的违纪行为的发
生。在国安客战苏宁比赛的第 62分钟，巴
坎布打进本队第二球后，当值助理裁判员

举旗示意越位，而主裁石祯禄第一时间判
断进球有效，随后在VAR技术的提示下，主
裁判最终确定了进球有效。虽然巴坎布和
队友们的庆祝延迟了一些，但如此关键的
进球则确保了胜利。

至于苏宁对黄紫昌第59分钟进球被判
无效存在异议，足协相关人士的解释是：图
像资料清晰显示，球虽然触到国安球员身
体后才到黄脚下，但黄紫昌在队友吉翔射
门一刻已经处于越位位置，对防守方构成
干扰，被判越位无可争议。

足球VAR有别于网球鹰眼

事实上，对于因VAR辨析程序过多而
导致比赛中断破坏流畅性的问题，有部分
参赛者和业内人士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佩莱格里尼就表示，“我觉得对VAR使用次
数应当进行限制，而不是无限制地使用去
回看，不管主队还是客队，运用VAR的次数
也应该是一样的。”

他的这番话让人不由想到网球比赛运
用的鹰眼技术，规则规定网球比赛每一盘
参赛每方最多申请使用鹰眼技术回放的次
数为 3次。但由国际足联发起试用的足球
VAR技术并没有对单场使用次数提出具体
限定，更没有关于“主、客队启用VAR技术
次数须相同”的规定，因此在国内联赛中对

于该技术的使用，一段时间内肯定要处于
“不平衡”状态。

在本赛季中超开幕前联赛动员会上，
中国足协裁判部主任谭海给各级俱乐部详
解了 VAR 技术在联赛中的使用办法及原
则，明确该技术仅适用于“进球、判罚点球、
直接红牌和纪律处罚对象错误”四类情
况。换言之，如果争议仅仅涉及是否越位，
但没有涉及进球或点球，那么当值主裁就
不能发起这一程序。

至于 VAR 技术使用导致比赛延时结
束，规则规定，“回看流程应尽可能高效/快
速完成，但准确性更重要”。其意思很明
确，判罚准确因素重于时间因素，揭幕战主
裁判马宁的反复斟酌以及黑晓虎在前天比
赛时的叫停也都是为了最大程度追求判罚
的准确性。

VAR是助手不应成为执法主角

在前两轮联赛中，由于争议判罚情形
各异，裁判员表现力也不同，因此有人对到
底是由谁发起VAR技术使用程序，由谁最
终判定判罚结果产生误读。规则这样解
读：主裁判对判罚决定表示怀疑时，可以提
请视频裁判发起回看帮助，视频裁判员如
果对判罚有异议，也可以给当值主裁提出
建议发起VAR使用程序，但最终的决定权

属于当值主裁判。裁判员在此过程中是寻

求协助或者帮助，视频裁判员结合高科技

给出的是建议，但不决定判罚。

规则还规定，向裁判员做出电视屏幕手

势的队员应予以黄牌警告。这项规定实际

上也提醒球员比赛过程中不要想当然地发

出回放申请，主裁判才是比赛的第一判官。

说到判罚决定权，就不得不提到VAR
技术的英文全称“The Video Assistant Ref⁃
eree”,其中“Assistant”意为“辅助的，有帮助

的”，从字面意思不难判断，在足球比赛具

体判罚过程中，该技术并不是主导因素，而

是辅助因素。规则要求，无论是否启用

VAR技术，当值主裁都必须第一时间作出

判罚。国际足联之所以在今年俄罗斯世界

杯上决定起用VAR技术，也是为了提升判

罚准确率，但最终决定权还是主裁判。这

也表明，足球判罚“以人为本、以人为主”的

原则没有改变。

据了解，鉴于VAR在本赛季中超的运

用已经在各界产生影响，各种误解随之而

来，中国足协接下来计划本月在中国杯期

间，组织前来报道比赛的媒体记者进行相

关业务知识的学习，以便在报道工作中引

导球迷正确理解VAR技术，主讲人很可能

就是国际足联裁判讲师，目前中国足协裁

判总监刘虎。 （肖 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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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扶持剧目

《哭之笑之——八大山人传奇》开排
本报讯（记者郁鑫鹏）3月13日，由江西

文化演艺发展集团（以下简称“文演集团”）、
江西省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话
剧团”）主办的话剧《哭之笑之——八大山人
传奇》新闻发布会暨主创人员媒体见面会在
南昌召开。主创团队向戏迷们介绍了剧目创
排情况，解读江西历史文化名人、中国画坛一
代宗师“八大山人“背后的故事。

发布会上，江西文化演艺发展集团董事
长李晓浩介绍道，“八大山人”是江西的文化
符号，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了更好地传播
优秀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八大山人”，《哭之
笑之——八大山人传奇》列为文演集团成立
之后重点推出的首部话剧作品。作为 2017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扶持剧目和 2018 年省话
剧团倾力打造的全新力作，该剧邀请目前中
国戏剧演出市场非常具有票房号召力的青年
导演李伯男执导，同时邀请到剧作家汪浩、舞
美设计戴延年、灯光设计周正平等国内顶尖
艺术家加盟。

记者了解到，《哭之笑之——八大山人传
奇》以八大山人的命运为核心线索，将通过艺
术手法展现其传奇经历，挖掘其丰富的内心
世界，展示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弘扬中华民族
内敛精深的传统文化，树立历经磨难、坚守理
想、开拓创新的一代书画宗师的形象。据省
话剧团负责人林翰介绍，该剧将于5月1日与
观众正式见面，后期展开全国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