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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阿联酋亚洲杯全
面开战，1月7日晚7点，国
足也将迎来第一个对手
——吉尔吉斯斯坦。1月6
日的赛前新闻发布上，国足
主帅里皮表示，已经针对对
手做了充分的准备。此次
亚洲杯，国足没有具体目
标，会竭尽所能走得更远。

国足迎来亚洲杯首战

此次亚洲杯，国足被分
在C组，同组的另外三支球
队分别是吉尔吉斯斯坦、菲
律宾和韩国。从实力来看，
一枝独秀的韩国无疑是锁定
小组第一的大热门，而另外
三支球队则将争夺小组第
二。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
国足最大的竞争对手，7日晚
的第一场比赛，对于两队的
出线形势来说至关重要。

目前，吉尔吉斯斯坦位
列世界第91位，远落后于
国 足 的 第 76 位 。 早 在
2009年，高洪波带领的国
足曾在一场友谊赛中以3
球大胜对手；2014 年 12
月，佩兰率领的国足在热身
赛中两度大胜吉尔吉斯斯
坦队。从以往战绩来看，国
足似乎是稳操胜券，实则不
然。近一年来国足的状态
十分萎靡，在此前的热身赛
中，国足1∶1战平约旦、0∶0
战平印度、1∶1战平巴勒斯
坦。这三个国足赢不了的
对手，全部被吉尔吉斯斯坦
击败。随着本届亚洲杯的
扩军，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
首次杀入亚洲杯正赛，他们
憋足了劲想要证明自己，国
足与这样的对手交战，胜负
在两可之间。

在吉尔吉斯斯坦阵中，
有8名归化球员的身影，来
自于俄罗斯、德国，甚至是
加纳。同时还有多名球员
在波兰、土耳其等欧洲顶级
或低级联赛效力，该队身体
条件明显优于国足，比赛会
是一场硬仗。

1月6日的赛前新闻发
布会上，谈到国足时，吉尔

吉斯斯坦队的主教练克列
斯季宁显得信心十足：“虽
然中国队的主帅里皮经验
丰富，曾经拿过世界杯冠
军，但他和中国队一起的时
候并不是世界冠军，况且，
我们知道中国队过去的几
年没有赢过什么。”

里皮：
不知道能走多远
会竭尽所能

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国
足主帅里皮谈到备战情况
以及赛事目标时表示：“备
战情况在12月初开始，现
在差不多有40天了。我们
的备战情况很不错，身体、
技战术演练等环节都很
好。我对球员们有信心，我
们的目标很简单，虽然不知
道最终能走多远，但是我们
会竭尽所能、争取佳绩。我
在中国已经七年了，我真的
很希望能给中国球迷带来
最大的满足感。”

对于第一场小组赛对
手，国足是否足够了解？近
期国足丢球比较多，目前有
没有找到比较好的应对方
法？对此，里皮回答：“我们
已经看过很多视频录像，是
关于对手最近六七场比赛
的，我们知道他们的阵容、
优点以及核心球员是谁。
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也知道
自己该做些什么，从而去和
他们对抗。如今科技发达，
大家都能够寻找到对方的
资料，既然我们充分了解他
们的情况，那么对手对我们
的情况也应该很了解。”

“关于丢球多的问题，
主要还是要看我们自己如
何进行有效的备战，要打出
我们的风格。如果我们打
出了自己的风格，就不会出
现前几场比赛丢球多的问
题。”里皮说。

根据赛程安排，1月11
日晚，国足将迎战小组赛第
二个对手菲律宾队，而1月
16日，国足将对阵老对手
韩国队。

亚洲杯拉开大幕
国足首战吉尔吉斯斯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观众惊呆：
就是一个高考病句真题库

《知否知否》虽然是一部
历史架空电视剧，但导演把它
的朝代背景放到了宋朝，因此
剧中就有不少成语、古代敬语
和诗句的运用，然而就是因为
对文字掌控能力的欠缺，《知
否知否》成了一部带有明显文
化缺失的古装剧。

1月3日，公众号“山河小
岁月”发布了一篇题为“《知
否》就是一部高考病句真题
库”的文章，集中了剧中的几
处错误。第一集里大姑娘结
婚，来道贺的宾客对大姑娘的
爹称“小女不错，嫁个好人家
啊！”众所周知，“小女”是中国
古代交际词汇中典型的谦词，
一般是对别人称自己的女儿
为“小女”，类似的还有“犬子”

“贱内”“拙荆”等，称呼对方女
儿为小女是万万不合适的。
这里的正确用法应该是：“令
爱不错，嫁个好人家啊！”

如果说“小女”是常识性
错误的话，那么对剧中六姑娘
说的那句“云英未嫁”的错误
就有些专业了。该诗出自晚
唐诗人罗隐，云英是诗人年轻
时结交的妓女，十年后，诗人
依旧混得不好，妓女云英也没
有出嫁，于是罗隐写下了《赠
妓云英》这首诗。电视剧中如
果改成“待字闺中”就合适了。

另外，“满城文武”“款待
不周”等明显用词错误，对“官
人”“官家”等古代称呼的理解
混乱，甚至还有错别字等低级
错误，着实把观众的兴趣点从
观剧转移到了纠错上。话题

“知否病句赏析”以1.3亿的浏
览量还登上了某自媒体平台
的热搜榜。

导演表态：
会及时修改出现的问题

为什么观众对《知否知
否》的要求这么高？因为它的
制作方正午阳光是国产良心
剧的代表，曾出品过《北平无
战事》《琅琊榜》《伪装者》《欢
乐颂》等经典电视剧，近期的
热播剧《大江大河》也出自该
公司。在开播前的宣传中，该
剧采用了话剧式拍摄法，演员
的台词往往是文绉绉一大段，
但目前看来，在编写台词阶段
显然没有做到字斟句酌。

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导演张开宙并没有回避剧中
的台词错误，他表示这是自己
前期把握不够严格导致的。

张开宙透露，《知否知否》是自
己首度掌镜的大体量古装剧，
是一个全新课题，在拍摄时试
图“还原我头脑中想象的北宋
生活日常”，所以希望演员的
表演相对连贯，摄影机位会放
得很远，尽量不影响和打断演
员，也没有严格规定走位，让
他们出于一种真实的自然流
动的生活状态。在语言上也
没有要求演员完全按照剧本
来说，因而出现了一些不恰当
的失误，感谢观众的批评指
教，“对于出现的问题，我们会
及时修改，不会让错误留在原
地”。

专家评价：
古装剧应肩负教育意义

事实上，近年来很多古装
剧中都会出现常识性错误或
者历史类错误。比如观众最
熟悉的宣读圣旨，不管哪个朝
代的古装剧，圣旨的开头一律
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八
个字，实际上以这八个字开头
的圣旨只有明清两代，而且正
确的断句应该是“奉天承运皇
帝诏曰”。还有李世民自称

“唐太宗”，乾隆皇帝言必称
“我乾隆”，丝毫不顾及庙号、
谥号的用法。

在宫斗剧中，观众没少听
各种剧中的嫔妃自称“本宫”，
但事实上，只有一宫之主才能
称“本宫”。以皇太极为例，他
在1636年设立了清宁宫、关
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
宫，只有这五宫的妃子才有资
格称“本宫”。另外如果公主
成年后拥有自己的一所宫殿
的话，也能称“本宫”。值得一
提的是，“本宫”并不是女性的
专有称呼，太子也能自称“本
宫”，因为太子是东宫之主。

接受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采访时，河南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张新俊对这种现象深
有感触，认为目前影视作品中
屡现文史错误其实是文化缺
失的表现，能看出导演、编剧
等影视工作者在传统文化、历
史知识方面的缺陷。电视剧
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娱乐形式，
如果学生群体照着电视剧来
学习文史知识，出现差错的
话，势必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
误导，这就失去了影视作品应
当肩负的教育意义了。“其实
如果每部古装剧都能邀请一
名文史顾问来为剧中的历史
知识和文化常识把关的话，就
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此类错
误。”张新俊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知否知否
你们让语文老师生气了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出现多处用词错误
专家建议古装剧应该有文史顾问为剧中的历史知识和文化常识把关

作为赵丽颖和冯
绍峰婚后公开合作的
第一部电视剧，《知否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以下简称《知否知
否》）正在电视台和各
视频平台热播，在开
播之际，该剧因精美
的画面构图、精良的
服装、化妆和道具以
及中华传统文化元素
被观众寄予很大的期
望。但随着播出进
程，剧中的台词瑕疵
越来越多，观众也纷
纷吐槽：“成语、词语
用法错误这么多，语
文老师可坐不住了。”
该剧导演张开宙回
应，目前正在加急修
改错误台词，争取达
到完美。而相关文字
专家也表示，作为一
部老少咸宜的电视
剧，单纯娱乐可以允
许适当犯错，但如果
误导学生的话，性质
就恶劣了。

《知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中的赵丽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