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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17年对世界体坛而言不是一个大年，但依然发生了很多令人唏嘘、
感慨的事件，涌现不少让人感动和追忆的人物，现场的细节、背后的故事，
犹如悬疑曲折、充满艺术性的电影令人回味无穷———

电影趣解
2017世界体坛

� � � � 2017年重拍的《银翼杀手2049》讲
的是未来的故事，2017年的国际体坛，
最后一次与人类棋手下棋的谷歌人工智
能AlphaGo代表着未来。

今年5月27日， 进一步升级的Al-
phaGo以3比0击败中国天才棋手柯洁。
这也是人机大战的最后3局比赛。 在最
后一局比赛结束后的发布会上，Alpha-

Go之父、DeepMind创始人戴密斯·哈萨
比斯说：“本周的比赛聚集了围棋起源地
最优秀的棋手参与， 是AlphaGo作为一
个竞赛系统能够对弈的最高级别对手。
因此，本次中国乌镇围棋峰会是Alpha-
Go参加的最后对弈比赛。”

AlphaGo的强大， 让人类意识到了
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但这种无限可能，

也让很多人产生这样的忧思： 未来的人
工智能会不会超越人类？

但至少现在是， 人类棋手面对Al-
phaGo时束手无策， 并没有给围棋带来
负面影响， 反而是给它做了一次正面宣
传， 让这项传统的棋类运动被更多人熟
知。而AlphaGo“退役”后，谷歌则表示会
推出一款教学软件辅助人类。而在12月
11日，AlphaGo� 教学工具———AlphaGo�
Teach正式上线， 每个人都可以在科技
的帮助下探索围棋更多的奥妙。

� � � � 一届世界杯可以简单分为3个阶
段， 第一是各大洲预选赛， 第二是世界
杯小组抽签， 第三就是正式比赛。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第二场大戏世界
杯分组抽签在12月2日进行。

尽管改变了抽签规则， 但最终的分
组并不令人失望， “各怀鬼胎” 的A
组， 小组赛就将上演“葡西” 好戏的B
组， 以及最具死亡气息的D组， 都看点
多多， 令人瞩目。 最令人遗憾的是， 由

于各种原因， 四星意大利以及无冕之王
荷兰马失前蹄， 倒在预选赛上， 他们的
缺席， 让2018年的世界杯少了别样的
色彩。

《银河护卫队》 和世界杯一样， 人
物比较多， 是部“群戏”。 各自的第二
部均已在2017年“上映”， 只待更加精
彩的第三部在2018年与“观众” 见面。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在
田径的短跑赛场上称霸了10年
的博尔特今年放慢了速度，并
最终在8月份的伦敦田径世锦
赛后正式退役。

英雄迟暮，博尔特的谢幕演
出， 未能以一种完美的方式进
行。百米比赛中，博尔特没能再
次开启无敌模式，不仅输给了科
尔曼，也输给了35岁的老将加特
林， 最后以9秒95的成绩摘得一
枚铜牌。更有夺金把握的4×100
米接力中， 博尔特更是遭遇抽
筋，最终以伤退的形式告别了田
径场。但显然，不是对手击败了
他，是时间击败了他。

尽管最终没有画出完美句

点， 我们回顾博尔特的职业生
涯，依然会为他的传奇而震撼。
从2008年开始，博尔特在百米
赛道上连续刷新个人保持的世
界纪录，并在2009年跑出令人
咋舌的9秒58；2012年的伦敦
奥运会， 他成功卫冕100米和
2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 成为
田径史上的第一人；2015年在
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上，他
又在男子 100米 、200米以及
4×100米三个项目上完成卫
冕的伟业。

再强大的英雄，都有老去的
一天，即便他是拥有不死之身的
金刚狼，或者天才博尔特。但在
人们心中，他们的辉煌永留存。

� � � � 12月19日， 一代篮球巨星科
比在湖人队的两件球衣退役， 勾
起全世界无数篮球迷的青春回
忆。 随着8号、 24号两件湖人球
衣的升起， 科比以及无数球迷自
己的“芳华”， 被大家重新回忆
起。

科比在NBA湖人队效力20
个赛季， 陪伴了无数80后、 90
后的成长， 很多人可能不是篮球
迷， 但也一定知道科比， 知道
“曼巴精神”。

穿着8号球衣， 科比在1996
年横空出世， 与乔丹同场竞技；
2000年到2002年， 科比联手奥
尼尔， 在NBA完成三连冠的伟
业； 2006年的一场比赛， 科比
得到惊人的81分， 历史上仅低于
张伯伦的100分。 随后2006赛季
到2007赛季， 也是科比在职业
生涯的第二个“十年”， 他将球
衣号码从8号换到了24号， 换成
24号后， 科比又在 2009年到
2010年， 成功卫冕总冠军， 将
个人总冠军数提升到5个。

鉴于科比在湖人缔造的伟大
成就， 科比先后穿着的8号和24
号球衣， 一并退役。 对科比来
说， 这两件球衣是自己人生中，
最好“芳华” 的见证。

2017年的足球场上， 意大利
球星皮尔洛、 巴西天才卡卡也先
后退役， 两人也是无数年轻人的
偶像， 他们的告别， 同样是一代
“芳华” 的告别。

《芳华》：科比球衣退役
“追忆青春” � � � �作为职业足球俱乐部最闪

耀的奖杯———欧洲冠军杯，一
支球队能夺得1次就已难能可
贵，连续两次获得则被称为“不
可能的任务”。2017年， 西甲豪
门皇家马德里队， 完成了卫冕
欧冠的神迹，完成了不可能。

2015至16赛季，皇马夺得
欧冠后， 无数球迷以及媒体都
在揣测皇马在2017年能否打破
魔咒卫冕成功， 自从1992年欧
冠改制以来， 还不曾有球队在
欧冠赛场上完成这样的成就。
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盛极一时
的米兰王朝， 还是里皮时代连
续3年打进欧冠决赛的尤文，或

者是瓜迪奥拉时代的“宇宙队”
巴塞罗那， 他们都无法冲破这
个魔咒。

就像《战狼2》里的冷锋，面对
不可能的“任务”，皇马一战到底。
6月4日，皇马在欧冠决赛中以4比
1完胜尤文图斯队， 卫冕成功。回
顾皇马的夺冠之旅， 淘汰赛上一
路力克拜仁、马竞、尤文图斯三大
豪强，卫冕的含金量非常高。

12月17日结束的世界俱乐
部杯上，皇马再进一步，1比0战
胜南美冠军格雷米奥队 ，在
2017年拿到欧冠、 西甲、 西超
杯、 欧超杯以及世俱杯五座冠
军奖杯，成为五冠王。

“完成不可能”
《战狼2》：皇马破欧冠卫冕魔咒

“英雄迟暮”
《金刚狼3·殊死一战》：博尔特告别田径场

� � � � 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即将于明
年2月份展开，就在今年12月6日，冰雪
项目强国俄罗斯被国际奥委会全面禁
赛，将无法前往韩国。

国际奥委会同时宣布，符合参赛规定
的俄罗斯运动员可以参赛，只是不能以俄
罗斯代表队的身份参加，不能在俄罗斯国
旗下参加比赛，赢得的任何奖牌也不会归
俄罗斯。 奥委会会给他们提供中立的制

服，俄罗斯国歌也被禁止播放。对此俄罗斯
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接受对俄政府策
划索契冬奥会兴奋剂事件的指控，并称国
际奥委会的裁决不公平。他同时说：政府将
允许该国运动员在即将到来的平昌冬奥
会上以中立运动员身份参赛。

据了解， 国际奥委会之所以对俄罗
斯禁赛， 原因是俄罗斯代表团在奥运赛
场上有组织、有计划、大面积地使用兴奋

剂。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曾发布报告：俄罗
斯运动员的兴奋剂“计划”涉及1000多
名违规运动员，除了索契冬奥会，还包括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对于俄罗斯因为
兴奋剂被禁赛， 有声音认为，“兴奋剂必
须零容忍，禁的好”，也有意见表示：“此
事值得商榷，因为政治不应干预体育”。

《不成问题的问题》讲述了一个利益冲
突的故事，充满讽刺和黑色幽默，俄罗斯被
禁赛的背后也是各种势力在较量，让人无法
看清真相。什么时候，体育能够真正纯洁起
来呢？这还真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背后的角逐”
《不是问题的问题》：俄罗斯因兴奋剂被禁赛，无缘平昌冬奥会

“未来世界”
《银翼杀手2049》：AlphaGo有无限可能

“好戏在后头”
《银河护卫队2》 ：世界杯分组出炉，正式比赛明年6月打响

� � � � 12月17日，在2018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以1比0战胜巴西格雷米奥队，夺得冠军。皇家马德里
队成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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