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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斯诺克世界大奖赛
北京时间 1 月 19 日在英国继续
进行，中国名将丁俊晖未能再进
一步，以0比4被“金左手”马克·
威廉姆斯淘汰出局。

本次比赛只有单赛季排名
前 32 位的球员才能获得参赛资
格，丁俊晖首轮以 4 比 0 击败宾
汉姆，但面对过去胜多负少的威
廉姆斯时，丁俊晖却以相同的比
分被击败。比赛中丁俊晖出现
各种失误，相反威廉姆斯接连打
出50+。

这是丁俊晖本赛季第四次
止步正赛第二轮，此前三次分别
是英国公开赛、苏格兰公开赛和
英格兰公开赛。另外他在北爱
尔兰公开赛遭遇一轮游，本赛季
至今他创造的最好成绩是在英
锦赛上收获亚军。

在近期中国斯诺克陷入低
迷的时期，中国粉丝都期望丁俊
晖能够重新扛起中国斯诺克的
大旗，不过最近他的状态还是起
伏不定，缺乏稳定性。接下来丁
俊晖将出战 2023 赛季单局限时
赛，首轮对阵中国选手范争一。

在大奖赛的另一场比赛中，
中国选手周跃龙以2比 4负于利
索夫斯基，目前中国球手仅剩肖
国栋一人，他将在16进 8比赛中
对阵瑞恩·戴。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意大利超级杯北京时间1月
19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法赫德
国王体育场上演，上赛季意大利
杯冠军国际米兰以3比0大胜上
赛季意甲冠军AC米兰，国米连续
两年夺得意超杯。尽管AC米兰
近况不佳，但在这场米兰德比遭
遇惨败，还是让人有些意外。

米兰德比仍旧很有票房号
召力，现场上座率很高，球场气
氛非常热烈。可是AC米兰不太
给力，最近四场比赛保持场均两
个失球的节奏。此前在意大利
杯被都灵淘汰的比赛，AC米兰
输了一个 0 比 1，本场有 3 个失
球，还是保持场均两个失球。此
前两场意甲比赛，AC米兰分别
以2比2战平莱切和罗马。

年轻中卫卡卢卢上一场实
在状态太差，他的位置本场被老
将克亚尔取代，可是AC米兰防
线又轮到另一名年轻中卫托莫
里犯错。开场仅 10 分钟，哲科
送出潇洒直传，托莫里呆若木鸡
没有回防到位，巴雷拉在右路轻
松传中，左边翼卫迪马尔科跟进
推射入网。第 21 分钟，国米中
卫巴斯托尼主罚后场任意球直
传找到哲科，后者突入禁区晃开
托纳利之后劲射打进球门远角。

老将哲科将于3月17日年满
37岁，但今年状态火热，不久前在
意甲比赛攻入全场唯一进球，帮
助国米以1比0打破“领头羊”那
不勒斯本赛季的联赛不败金身。
与哲科一样，AC米兰中锋吉鲁也
是出生于1986年，尽管吉鲁在世
界杯上的整体表现很出色，但世
界杯对这位法国队史第一射手消
耗似乎过大。结束世界杯决赛返

回AC米兰之后，吉鲁一球未进，
浪费了多次得分良机。

吉鲁不在状态，AC 米兰左
边锋莱昂只能单打独斗，但是这
位上赛季意甲最有价值球员凭借
个人能力很难撕开国米防线。国
米在第77分钟锁定胜局，队长什
克里尼亚尔后场主罚任意球送出
精准长传，劳塔罗轻松摆脱托莫
里的防守，用杂耍般的外脚背射
门敲开AC米兰门将特特鲁沙努
的十指关。劳塔罗非常兴奋，脱
掉自己的球衣，冲到国米球迷聚
集的看台前展示自己的国米 10
号战袍，吃到黄牌也在所不惜。

劳塔罗在世界杯上的状态
极差，浪费的进球机会可以做一
个集锦，但他还是跟随阿根廷一
起夺得世界杯冠军。像是在世
界杯攒够了“人品”，回到国米之
后，劳塔罗状态爆棚，四场首发
出场的比赛全部取得进球。像
在世界杯决赛一样，法国两名主
力吉鲁和特奥再次见证“死敌”
劳塔罗捧起冠军奖杯。

国米俱乐部主席张康阳赛后
说：“赢得德比战、收获冠军奖杯总
是令人兴奋的，收获任期内的第四
座奖杯意义非凡。只要我还担任
国米主席，球队的目标就是胜利。”

AC米兰防线最近弱不禁风，
主帅皮奥利并没有解决办法。赛
后当被问及有多想念正在养伤的
主力门将迈尼昂时，皮奥利表示：

“国米踢得非常有侵略性，我们需
要在转移球方面做得更好。迈尼
昂的长传球比特特鲁沙努更好，
但我们仍然可以在有球员拿球的
时候，给他们更好的传球选择。”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北京时间 1 月 19 日，202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展开第四
个比赛日的争夺。女单第二轮，
23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以6比
3、6 比 3 击败克罗地亚选手马
尔蒂奇，晋级女单32强。

由于高温和雨水的影响，
张帅的首轮比赛推迟到昨天才
进行，在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提
格后稍作休整便要投身到第二
场比赛。好在连续作战没有影
响张帅的状态。面对马尔蒂
奇，张帅手感在线，连下两盘淘
汰对手。

这是张帅继 2016 年、2019
年、2020 年、2022 年之后，职业
生涯第五次跻身澳网 32 强。
连续三个大满贯成功进入第三
轮。接下来，这位中国金花将
对阵资格赛球员、美国选手沃
利内茨。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6 年
的 1 月 19 日，从资格赛突围的
张帅在澳网首轮击败当时世界
排名第二的罗马尼亚名将哈勒
普，结束大满贯正赛 14 连败赢
得大满贯正赛首胜。

女双赛场，杨钊煊/詹皓晴
以6比3、6比4击败澳大利亚和
法国组合斯托瑟/科内特，晋级
第二轮。曾夺得 4 届大满贯双

打冠军的 38 岁的斯托瑟，将在
本届澳网后结束自己的女双职
业生涯。

中国和白俄罗斯组合韩馨
蕴/马洛扎娃以 4 比 6、6 比 1、3
比 6 不敌斯洛伐克和白俄罗斯

组合米哈利科娃/萨斯诺维奇、
中国和俄罗斯组合朱琳/布林科
娃以3比6、3比6不敌美国和俄
罗斯组合多勒海德/卡林斯卡
娅，皆无缘晋级。

持外卡出战的中日组合王

欣瑜/内岛萌夏以 6 比 3、6 比 3
击败同样持外卡出战的澳大利
亚组合吉布森/特扬德拉姆利
亚，晋级第二轮。这也是王欣瑜
的大满贯女双首胜。

羊城晚报记者 龙希

1 月 19 日，中国篮协官方
公布了中国男篮最新一期集训
名单。

中国篮协在公告中称，为
备战 2023 年男篮世界杯亚大
区预选赛第六窗口的比赛，
中国男篮将于 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19 日在上海市竞技

体 育 训 练 管 理 中 心 进 行 集
训。随后，中国男篮将前往
中国香港，参加世预赛第六
窗口期与哈萨克斯坦队和伊
朗队的比赛。

这是中国男篮在新任主帅
乔尔杰维奇上任后进行的首次
集训，辽宁队和广州队均有 3

人入选，两队成为贡献国手的
最大户。祝铭震、崔永熙和焦
泊乔3名年轻球员本赛季在广
州队表现出色，入选国家队集
训名单是对他们努力的最好回
报。另外，广东队的赵睿、胡
明轩，深圳队的老将周鹏也入
选了此名单。

中国篮协公布的中国男篮
18 人集训大名单如下：吴前、
程帅澎、赵继伟、郭艾伦、张镇
麟、赵睿、胡明轩、曾凡博、王
哲林、周鹏、朱旭航、胡金秋、
朱俊龙、祝铭震、焦泊乔、崔永
熙、崔晓龙、周琦。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中国男篮新一期集训名单公布 广州队3人入选

在高温和雨水的影响下连续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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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抠书式”改编获好评

《三体》的选角也都是演技派坐
镇。目前，观众普遍满意演员的表演。
剧集最开始，张鲁饰演的汪淼展现出面
对未知时的恐惧感，但随着剧情深入，
他的眼神变得更加坚定。对于饰演科
学家，张鲁一此番下了狠功夫：“在拍
《三体》之前，我就开始从网上搜寻各种
各样相关知识，尤其是关于物理方面
的，因为里面有太多生活中涉及不到的
专业词汇和专业用语。球状闪电、宏原
子、纳米、数量级……了解很多知识的
同时，也在不断突破自己的认知，让我
对于科幻作品的认知打开了一扇门。”

近年因《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刑警队长》《觉醒年代》等剧认知度急
升的于和伟饰演史强，他获得了最多的
关注。虽然原著中的史强身形健壮，于
和伟的身材较为瘦弱，但他高度还原了
原著角色不拘小节、行动力超强的性格
特征。于和伟此前的荧屏形象较为稳
重，但这一次，他举手投足尽显痞气。他

在受访时表示，自己和角色有一定的相
似性：“作为演员的创作方法就是把自身
跟角色相像的地方放大，借此去靠近
他。史强粗中有细、特立独行、很朴实、
有勇气、接地气、活得踏实，很多特质我
自身都有。”

剧中，叶文洁 1971 年一次向太阳
发射电波的操作，彻底改变了人类命
运，她的性格极其复杂。两代叶文洁也
被王子文、陈瑾演出了差异感：年轻时
的她很天真，被人背叛后心如死灰；年
老时的她很深沉，哪怕在女儿葬礼上也
不流一滴泪。陈瑾说：“叶文洁最开始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经过无数次的背
叛后，她走向了一个极端。女儿可能是
她最柔软的一部分，但也不能改变她的
决定。”王子文说：“叶文洁是一个不动
声色、非常克制的人，她很有劲、很狠，
但她的力量不在表面上，跟我以往带给
观众的形象不一样，所以在表演上是一
次新的挑战。”

《三体》的科幻设定因同时具有壮
丽的宇宙景观和精妙的物理设想，一度
被网友认为极难进行影视化呈现。《阿凡
达》《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也曾表
示，至少要六部电影来拍《三体》，才算不
浪费小说。由杨磊执导的剧版《三体》从
2016年腾讯视频首次公布影视化的消
息，到与观众见面，整个过程历时七年。

在正式开拍前，《三体》的主创团队
试探了多种方向，用三四年时间进行前
期准备和剧本打磨，进行了十几个版本
的修改，最终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
法，之后又用超过一年时间进行剧本打
磨和筹备。主创团队希望让深奥的科幻
概念落地，用容易被大众理解的语言去
解释。例如，《三体》中的知名概念“宇宙
闪烁”，主创用一个灯泡和一个物体之间
的关系就说清楚了。

该剧的主创、制片以及美术工作
者，都是《三体》小说的忠实拥趸。为了
展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三体世界，拍摄期
间，制作团队与相关领域科学专家进行

了密切交流，并在相关科研单位的支持
下，前往多个科学场景实景拍摄。另外，
在服化道和台词上，剧组也做了契合时
代的高度还原。总导演杨磊表示：“希望
最大限度保持原著味道，尊重科学，用影
视化语言讲述《三体》，展现人类文明与
外星文明首次正面交锋，即使力量悬殊，
人类也从未放弃。”

《三体》特效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拍
摄“古筝行动”这类场景需要的特效；另
一部分运用在剧中出现的《三体》游戏
部分——在充分评估技术细节、时间成
本和成品效果后，摄制团队最终决定使
用 CG 方式制作。2019 年在腾讯视频
播出的《全职高手》，是国内率先在剧集
中大篇幅使用了动捕技术的影视剧。
在《全职高手》的制作过程中，腾讯视频
积累了大量通过动作捕捉和面部捕捉
来还原角色微表现力的经验。据悉，对
于剧版《三体》的CG动画部分，剧组邀
请到诸多影视圈大咖提供面部捕捉，作
为游戏人物的面部画面。

开播成绩刷新腾讯视频多项纪录

《三体》上线，剧迷狂欢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B 拍摄之路漫长又用心

C 演员表演贴脸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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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版《三体》带来惊喜

杀青两年后，根
据刘慈欣长篇系列
科幻小说《三体》改
编的同名电视剧近
日登上CCTV8和腾
讯视频！该剧由张
鲁一、于和伟、陈瑾、
王子文、林永健、李
小冉领衔主演，讲述
了地球基础科学研
究遭遇异常扰动，纳
米物理学家汪淼与
刑警史强联手调查，
揭开地外未知文明
“三体”世界的神秘
面纱，人类与即将入
侵的三体人展开博
弈的故事。

剧版《三体》开
播后热度空前，上线
1 小时，腾讯视频站
内热度值突破 2.5
万，成为腾讯视频开
播热度最快破2万的
剧集，打破腾讯视频
剧集首日热度值纪
录。该剧首播当晚，
“三体连更6天9集”
“三体首播口碑”等
话题均登上微博热
搜榜高位。

刘慈欣的《三体》长篇科幻小说系列由《三
体》《三体2：黑暗森林》《三体3：死神永生》三部
曲组成，核心内容讲述地球人类文明和三体文
明的信息交流、生死搏杀，以及两个文明在宇宙
中的兴衰历程。第一部《三体》经过翻译后，在
2015 年 8 月获得了第 73 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
说奖。《三体》也是中国首部获得科幻文学领域
国际最高奖项的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

剧版《三体》聚焦小说第一部的剧情，开篇
以2007年科学家自杀事件引入：两个多月内，
全球范围内多名知名科学家离奇身亡。警方
在调查后发现，这些科学家都留下了遗书，各
种证据显示没有外力侵害的痕迹。然而，在
这些离奇案件的背后，一个叫“科学边界”的
学术组织浮出水面。警方和军方都觉得，科
学家们自杀的真相并不简单。与此同时，张
鲁一饰演的男主角汪淼，跟随于和伟饰演的
刑警史强，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通过一款名
为《三体》的游戏接触到了幕后黑手 ETO（地
球三体组织）。然而，他们真正的对手是即将
入侵地球，意图毁灭人类文明的三体人。在
调查中，刚去世不久的科学家杨冬的母亲、陈瑾
饰演的叶文洁；神秘科学家、李小冉饰演的申玉
菲也浮出水面。

首播阶段的剧情对原著还原度极高，如：汪
淼和史强的相识、叶文洁按下按钮、汪淼眼中的

“幽灵倒计时”“射手理论”“农场主理论”、汪淼
和丁仪打台球、常伟思将军与汪淼的对话等场
景，均获得书迷好评，被赞“抠书式”剧情。

一些原著中的名句也在剧中得到还原并起
到点明主题的作用。例如，常伟思对汪淼说出原
著中的名句：“汪教授，你的人生中有重大的变故
吗？这变故突然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对你来
说，世界在一夜之间变得完全不同……大多数人
的人生，都是一场意外，既然是意外，就有结束
的一天。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一股寒意扑
面而来，观众跟随汪淼的视角接近震撼人心的

“幽灵倒计时”：若干年后，三体人将到达地球，
对地球发起侵略。面对这场危机，人类该如何
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