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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解说员李铁”鼓鼓掌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上个周末， 中国男足主教练
李铁成为球迷们热议的话题， 这
并不是因为国家队又打了什么比
赛， 而是李铁在一场英超利物浦
对埃弗顿的比赛解说中， 引发了
巨大的争议。 利物浦球迷认为作
为埃弗顿名宿， 李铁解说过于偏
向埃弗顿， 没有保持中立； 而有
的专业解说员则认为李铁对欧洲
主流联赛球员了解情况生疏， 没
有在解说前做好准备工作。

任何一个媒体平台， 客观公
正无疑是需要放到首位的。 不过
因为解说比赛平台的不同以及嘉
宾身份的不同， 有一些倾向性也
不是什么问题。 比如中超各个地
方台的解说， 肯定是站在本地球
队立场上进行分析。 李铁作为第
一代征战英超的中国球员， 作为
以前埃弗顿队的主力， 解说中倾
向埃弗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实
际上英国本地的联赛解说， 为了
增加节目的精彩程度， 也会请来
不同球队的名宿作为嘉宾， 你要
是让卡拉格和内维尔的 “意见一
致”， 简直是 “天方夜谭”。

至于解说前是不是应该做一
些准备工作， 这是肯定的， 因为
这是对工作的一种尊重。 现在各

个平台的比赛转播解说一般是
“二人转” 或者多人合作， 解说
员负责介绍场上赛况以及双方球
队的情况， 还有一个嘉宾负责技
战术的分析。 解说员必须要对所
说的联赛了如指掌， 比如你要是
一个意甲的解说员， 就得强迫自
己认识绝大部分意甲球员， 强迫
自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技术分
析的嘉宾不必像解说员那样对球
队、 球员完全了解， 但多少也应
该知道一些。 当然像李铁说他对
西古德森这样的球员不大了解，
也不算是什么大的问题。 李铁的
本职工作是带好国家队， 他其实
更应该去了解叙利亚队球员的特
点， 至于冰岛队的球员， 少认识
一个、 两个， 不应该成为他被抨
击的理由。 我们只能说， 如果李
铁认识西古德森就更好了。 当然
李铁要是经常参与解说的话， 相
关知识还是要储备一些的。 像有
些老一代的解说嘉宾， 在工作前
是非常认真的， 比如曾经的英超
解说嘉宾李元魁先生。 虽然李老
解说的主要任务是分析技战术，
但他对大部分英超球员如数家
珍。 李元魁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国
脚， 偌大年纪在解说工作中还能

保持如此认真的工作作风， 值得
年轻的同行们学习。

李铁能够去解说英超比赛，
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 首先对李
铁本人来说， 解说高水平赛事，
对自己的业务能力是一个提高。
你需要更全神贯注去看比赛， 找
到比赛的要点， 通过语言表达，
更深刻理解高水平球队、 高水平
球员是怎么做的。 作为教练员，
语言表达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之
一， 如果你表达不清， 怎么让球
员去接受你的理念？ 参与高水平
比赛解说， 也正是提升教练语言
表达能力很好的 “课程”。 李铁
这样真正的专业人士解说比赛 ，
也可以让球迷能够听到更高水平
的技战术分析。 现在的足球解说
领域， 很多人莫名其妙被戴上了
“专家” 的帽子。 但足球是项很
专业的运动 ， 不是说一个 “网
红”， 有多少粉丝， 就能把球赛
分析得头头是道。 有些所谓的专
家 ， 简直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
道。 比如去年有场欧国联比赛，
某队通过一系列精妙配合打进一
球。 结果社媒上一位有90多万粉
丝的 “网红专家” 分析此球———
他说是因为某队个人能力太差，

所以才通过集体配合进球。 这种
对足球的认识浅薄到了极点， 而
他的粉丝更像是买了 “劣质产
品” 还 “浑然不知”。 李铁这样
真正的专家加入， 如果他的语言
表达能力到位， 可以让球迷更清
晰地明白足球是怎么踢的， 教练
员是怎么布置的。

事实上如果很多本土教练特
别是那些年轻教练， 在时间允许
的情况下， 能够参与到高水平比
赛转播解说中， 对他们的成长肯
定是有益的， 对球迷来说也是一
件好事。 毕竟现在有很多球迷是
花钱看比赛的， 有理由让他们听
到真正专业的东西。

还记得在电视剧 《人民的名
义》 中， 吴刚饰演的达康书记中
对侯亮平的眼神警告吗？ 正在北
京卫视播出的电视剧 《刑警之海
外行动》 中， 吴刚又通过公安部
刑侦局副局长高笑天这一角色，
演绎了继 “达康书记眼神杀” 之
后的新版 “眼神杀”， 令犯罪嫌
疑人不寒而栗。

“黑帮盘踞” “电信诈骗”
“资产转移” …… 《刑警之海外
行动》 讲述了以公安部刑侦局副
局长高笑天为代表的刑警， 组成
海外行动工作组开展多国执法合
作， 保护海外侨胞生命财产安全
的故事。

剧中善谋划且有魄力的高笑
天不仅是海外行动工作组的主心
骨， 常常一语中的、 举重若轻，
更是插向罪恶的一把利刃， 深谙

犯罪分子心理的他能够屡屡敏锐
地发现突破口。 据了解， 为达到
更好的表演效果， 演绎好高笑天
这一角色， 开拍前， 吴刚和参与
过行动的中国刑警们进行了深入
接触， 听他们讲故事、 讲案例，
讲办案过程中的真实感受， 吴刚
要求自己沉浸式地进入到刑警办
案的特定环境和情绪中， 每天都
沿着刑警们真实的心理和行动轨
迹参与拍摄工作。

“吴刚的表演赋予了这个戏
一种气质。” 导演称赞道， “我
觉得吴刚在调性把握上真的非常
厉害， 他对我国警察的基层生活
的理解是很深的， 他赋予了整个
工作组一种特别平实的气质， 把
所有的工作组警察的调性都带得
特别像普通人， 而不是那种酷帅
或者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

人， 这对我们平衡纪实性和戏剧
性特别重要。”

“ 《刑警之海外行动 》 和
《破冰行动》 太接近了， 本来我
是犹豫的， 但片方的真诚和执着
打动了我。” 据悉， 《刑警之海
外行动》 筹备用时三年多， 取材
于中国警察在海外与当地警方开
展执法合作的典型真实故事， 让
吴刚深感震撼， “我觉得我们国
家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强大， 希望
通过此剧展现中国刑警真正的风
采。” 吴刚说。

牛年元宵佳节来临之际， 在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石油共生大院
文化空间内， 石油大院志愿家庭
服务队利用网络直播平台， 举办
了一场慰问学院路地区就地过年
人员线上公益演出活动。 此次演
出活动包含舞蹈、 乐器表演、 歌
曲、 快板、 诗朗诵等多种表演形
式， 节目全部由志愿者家庭自行
编排。

本报记者 白莹 摄影报道

当地时间21日， 国际米兰在
意甲 “米兰德比” 中3∶0击败AC
米兰， 甩开对手4分， 暂列积分
榜榜首， 时隔十个赛季重新夺得
意甲冠军的希望大增。 不过， 联
赛还有15轮才结束 ， “蓝黑军
团” 要想最终拿到第19个意甲冠
军， 还需要做好三件事。

维持化学反应

在 “米兰德比” 中， 人们突
然发现， 一向被诟病的国米左路
被激活， 主帅孔蒂仿佛找到了埃
里克森和佩里西奇两人的 “使用
说明书”。 埃里克森不仅在前场
多次制造威胁， 而且还能积极参
与防守， 上赛季租借拜仁慕尼黑
并随 “南部之星” 夺得欧冠冠军
的佩里西奇也奉献了一次精彩助
攻。 有球迷感慨： “这俩人打出
身价， 就好比是球队在冬歇期增
加了数千万欧元的引援。”

不过， 状态起伏较大， 是国
米争冠路上亟待突破的一个瓶颈
问题 。 本赛季第一轮联赛5:2击
败贝内文托后， 国米在10月份的
接下来5场各项赛事中仅胜1场；
第15轮联赛国米6∶2大胜克罗托
内 ， 第16轮又1∶2不敌桑普多利
亚。 如何维持化学反应、 防止球
队状态产生过大起伏， 是孔蒂需
要尽力解决的问题。

丰富战术体系

孔蒂的三中卫阵型是国米本
赛季能冲击联赛冠军的有力倚
仗。 不过， 在关键战中缺乏战术
变化， 也让球队在欧冠小组赛中
遭到淘汰， 且未能晋级意大利杯
决赛。

欧冠赛场， 面对顿涅茨克矿
工这样的对手， 国际米兰两回合

未能取胜一场， 最终甚至无法以
小组第三的成绩继续征战欧罗巴
联赛。 在意大利杯半决赛第二回
合中， 面对尤文图斯祭出的 “铁
桶阵”， “蓝黑军团” 无计可施，
最终遭到淘汰。 “一招鲜” 能否
在亚平宁 “吃遍天”？ 目前看难
度不小。

21日的 “米兰德比” 中， 国
米的进球几乎都与反击密切相
关。 一旦明显弱于自己的对手立
足防守反击， 那么国米就很难摧
城拔寨了。 近来球队连续在联赛
中战胜劲敌拉齐奥和AC米兰 ，
是显露出了几分 “冠军相”， 不
过考虑到下轮联赛中国际米兰将
面对近8轮比赛仅1负的热那亚，
“蓝黑军团” 还是需要做好打艰
苦仗的准备。

突破心理瓶颈

国际米兰已经连续十个赛季
未能夺得意甲冠军， 甚至上次品
尝到正式比赛冠军的滋味， 都还
要追溯到2010-2011赛季。 “行
百里者半九十”， 想要圆满走完
夺冠旅程， 越到最后就势必越要
承受前所未有的心理重压。

有过此前2017-2018赛季中
段各项赛事9场比赛难求一胜的
前车之鉴， 也经历了上赛季欧罗
巴联赛决赛在束手束脚状态下负
于塞维利亚队的功亏一篑， 以怎
样的心理状态来面对后面的比
赛， 成为国米最终能否如愿捧杯
的关键所在。

科拉罗夫、 阿什利·杨和佩
里西奇等拿过不少冠军的老将应
帮助营造好更衣室氛围， 球队管
理层则应围绕舆论环境做出一些
细致的工作。 如此， 相信 “蓝黑
军团 ” 完全有能力打破 “冠军
荒”。 据新华社

想称雄意甲？
国米还需做好三件事

《刑警之海外行动》 北京卫视播出

吴刚演绎新版“眼神杀”
□本报记者 高铭

线上演出送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