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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做好好困困难难准准备备 中中国国男男足足抵抵达达沙沙特特首首训训

“建筑师的奇幻境”带来感官盛宴

□本报记者 段西元

易烊千玺《奇迹》上演“打工人”传奇

新华社电 10日晚 ， 中国男
足进行了到达沙特阿拉伯吉达后
的首堂训练课， 备战北京时间１３
日与沙特队的世界杯预选赛12强
赛。中国队球员刘彬彬表示，击败
越南队对全队是一种鼓舞， 球队
会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

中国队的训练课在伊蒂哈德
俱乐部训练场进行。 在比赛前，
中国队仅有两次训练机会。 “赢
下越南队对球员们是一种鼓舞，
能更好地备战接下来的比赛。 这
两天我们都在调整， 也看了沙特
队的比赛录像。 大家对沙特队比
较熟， 我们会相应做一些部署。
这几天会在教练的带领下再强化
一些细节， 希望我们能全力以赴
打好这场比赛。” 刘彬彬说。

因为疫情原因， 中国队本届
12强赛的前三场比赛都在中立球

场空场举行， 12日的比赛将是近
两年来中国队首次在有观众的客
场进行比赛。 沙特队主场阿卜杜
拉体育场可容纳超过6万名观众，
是西亚地区著名的 “魔鬼主场”。

刘彬彬坦言， 球员们确实有
很长时间没有经历真正的客场比
赛。 “这几天我们会好好训练，
好好备战， 做好面对这些困难的
准备。”

当日训练中， 蒿俊闵和李磊
因为身体不适 ， 缺席了球队合
练。 此前在热身赛受伤的朱辰杰
伤愈归队， 在对阵越南队的比赛
中受伤下场的王刚也正常参加了
训练。

在目前B组积分榜中， 中国
队1胜2负积3分排名小组第五 ，
沙特队3战全胜积9分排名小组第
二。

世预赛亚洲区十二强赛分
组抽签出来以后， 相信很多人
都认为这个组最强的球队是日
本队和澳大利亚队。 但战罢三
轮过后， 在积分榜上排名靠前
的却是之前 “并不起眼” 的沙
特队。 事实上， 沙特队从未脱
离亚洲一流的行列。

亚洲足球最大的错觉之一
就是———沙特队 “很弱 ”，沙特
队在世界杯上屡被欧洲球队狂
屠，的确给人留下了“很弱”的
印象。 还有就是因为这支球队
在亚洲赛事中带给中国队的痛
苦远不如韩国队、伊朗队多，甚
至很多时候沙特队还能带给中
国队不少快乐。 中国队历史上
和沙特队交锋17次，中国队7胜
4平6负稍占上风。 中国队和沙
特队历史上首次交锋是1978年
曼谷亚运会， 当时中国队凭借
迟尚斌的进球1∶0小胜。 中国队
也曾在亚洲杯这样的关键比赛
中输给过沙特队， 但中国球迷
印象最深的还是几次击败沙特

队荡气回肠的情景。 1981年世
预赛亚大区（亚洲和大洋洲）比
赛，中国队在吉隆坡4∶2战胜沙
特队的比赛， 堪称中国队队史
上最经典的胜利，中国队在0∶2
落后的情况下实现大逆转。 两
队最近一次交锋是2015年亚洲
杯， 中国队凭借于海的绝杀战
胜了沙特队， 王大雷在比赛中
扑出了点球。 目前的中国队阵
中 ，武磊 、蒿俊闵 、吴曦 、张琳
芃、王大雷都参加了5年前那场
亚洲杯比赛。 而现在的沙特队
则完成了新老交替， 阵容中只
有2人参加过5年前的比赛。

沙特队是为数不多的让中
国队感觉到有一点点 “优越
感” 的亚洲强队。 不过， 北京
时间１３日凌晨１点要进行的这
场世预赛肯定极为难打。 疫情
防控期间， 中国队还没有真正
意义踢过客场比赛。 而按照沙
特当地的政策， 沙特队主场的
观众可以实现 “满员”， 这是
中国队两年多第一次体会什么

才是 “客场比赛”。 事实上因
为疫情， 很多球队都已经不适
应踢这种气氛热烈的比赛了，
上一轮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队
在利雅得折戟就是例证。 中国
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化解客场
气氛带来的压力， 如果面对狂
热的声浪心态就崩了， 那比赛
就没法踢了。

沙特队的优势不仅仅在于
主场优势， 其实更重要还是这
支球队的实力。 日本队被广泛
认作是亚洲技术最好的球队，
其实沙特队的技术不比日本队
逊色， 甚至可能还更好。 沙特
队这么多年潜心拜巴西为师，
一直走的是传控足球的路线。
沙特队每名球员都有极为扎实
的基本功， 这支球队的球员都
在沙特国内联赛效力， 很多人
都是从国少队一起成长起来
的， 配合十分默契。 对于中国
队来说， 利雅得的这个客场非
常凶险， 如果能带走1分就可
以 “满足”。

沙特队是最被低估的对手

近日， “建筑师的奇幻境” 主题展览在西单展出。 此展由 “极地
银河” “档案解密” “潮流冒险” “玄空漫步” “星云脉冲” 五个主
题展区组成， 呈现来自120余位青年创意人的300多件作品。 “建筑师
的奇幻境” 聚焦活跃于建筑领域的青年创意人群体， 他们用富有冲击
力的作品为观众带来一场感官盛宴。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由文
牧野执导， 宁浩监制， 易烊千玺
领衔主演电影 《奇迹 》 近日杀
青， 并将与观众见面。

2018年， 新人导演文牧野的
首部长片作品《我不是药神》凭借
开拓性的社会现实题材取向，成
为年度现象级电影；时隔三年，文
牧野又将聚焦时代中的哪些可能
性？ 文牧野说：“让自己从一个故
事里走出来， 再进入到另一个故
事里， 这个过程你需要一些时间
去转变心态。”相比《我不是药神》
切入民生的社会价值，《奇迹》更
关注平凡人生中的内心驱动，该
片延续浓烈的现实主义， 将故事
聚焦草根打工人的群像百态，讲
述了一段由易烊千玺饰演的 “打

工人”发生在南方深圳热土，逆转
人生的拼搏传奇。

在 “类型化的作者导演” 的
自我定位下， 文牧野认为电影的
空间是可以被拓展的， “在基本
的娱乐诉求背后， 好的电影要和
当下发生的世界有关系， 也要有
超脱时代的对人性希望、 自由与
爱的向往表达。”

此次 《奇迹》 官宣杀青同步
曝光一组 “平凡好景” 主题的空
镜剧照， 一改角色先行的方式，
向观众传递出故事发生背景的强
烈气质。 繁华宏伟的高楼大厦、
红瓦灰墙的街头巷尾、 狭小温馨
的手机修理店……每一处风景，
似乎都暗含着平凡人拼搏努力的
痕迹。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44集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 《霞
光》 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
剧频道播出 。 该剧以 1945年到
1949年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唯一
的 “特殊解放区 ” 的大连为背
景， 生动地展现了那个年代老百
姓的真实生活， 再现了这座英雄
城市在近现代革命历史上的光辉
过往。

《霞光》 根据作家郝岩同名
小说改编， 由导演毛卫宁执导，
郝岩编剧， 佟丽娅领衔主演。 剧
中， 由佟丽娅饰演的高大霞原是
抗日放火团的女英雄， 因团组织
遭到破坏 ， 逃至牡丹江潜伏三
年。 大连解放后， 她在组织的安
排下重返故乡， 意外结识了留洋
归来的中共党员傅家庄， 从此开
启了一段鸡飞狗跳却又携手并进
的冒险之旅。

该剧导演毛卫宁坦言， 他是
被剧本背景的独特性和故事的普
适性吸引的。“大连作为当时中国
唯一的‘特殊解放区’，处在国际
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 、军
事斗争及外交斗争之中，此前鲜
有影视作品涉及这个时期和地
域。 ”而在故事的普适性上，如果
除去敌特斗争等谍战情节， 本质
上 它 是 一 部 有 着 浓 厚 生 活 气
息的生活剧， 这一点引起了他的
强烈兴趣。 毛卫宁用幽默诙谐的
轻喜剧叙事方式， 从寻常生活的
点滴日常着墨， 在人情细微之处
描刻，以小人物见证大历史，生动
地展现了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真实
生活。

在剧作开篇， 以英雄姿态重
返大连的高大霞带着些许优越
感， 时常不恰当地展示着自我，
嘴里挂着谦虚， 可行动上却有些
小骄傲小膨胀。 但她对党和革命

事业无限忠诚， 即便因特务的挑
拨离间导致自己被组织误解、 失
去组织信任， 她也从未气馁从不
妥协， 以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支
撑自我， 与敌人斗智斗勇， 一路
过关斩将粉碎敌人阴谋， 为新中
国的革命事业贡献着自己 “火
红” 的力量。

郝岩告诉记者， “我希望能
够通过这样的作品， 以喜闻乐见
的方式让观众看到在中国艰难和
危险的时刻， 那些平凡而伟大的
共产党人可歌可泣的牺牲与壮
举， 是如何给人民群众以希望，
如何带领他们走向一个火红的年
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