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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文化资讯

"

今晚19:30，皓剧坊话剧《一乞风流》将

在空港经济区文化中心一层剧场上演，文化中

心二层图书馆服务台可购票，票价30元。

"

周日14:00，由国家开放大学教授孙福

万带来的讲座“《论语》与《周易》的对话”，将在

泰达图书馆二楼培训教室举行，活动现场还将

抽取幸运读者赠送主讲人签名新作《论语易

解》一书。

"

周日15:00，《潞河督运图》系列讲座第

7讲“《潞河督运图》与天津的近代教育发展”

将在滨海新区图书馆419报告厅开讲，讲座由

长期从事天津教育史研究的张绍祖主讲。
时报记者 范炳菲

“全村的希望”古东青：
从懵到猛 创业三兄弟的定心丸

《合伙人》中的古东青作为“全村的希望”，

初来大城市读大学，这个质朴的孩子全然懵

圈，也闹出不少洋相，但当他被迫踏入社会

后，古东青身上坚韧不拔的杂草精神最终令

他逆袭，这个角色本身的强大内心特别吸引

朱亚文。
时报：古东青这个角色是《合伙人》中成长

变化很大的一个人物，一个农村孩子不断被现

实打击，却从不服输，您怎么看待他？

朱亚文：农村孩子嘛，对于整个大学新生

事物，他会有一些不适应，有一种特别想向高

端人群靠拢的心态，懵是因为没想到自己的大

学梦那么快被终结，肩负着兄弟情义的责任

感，以及自己对未来的一种彷徨。后来，当利

益倾斜影响到兄弟情义的时候，他做了一些非

常果敢和隐忍的选择，有了自己非常坚定的原

则，其实这个人物身上有一定理想化的东西，

有一种抹不去的旧气，这也是中国男性身上的

一个特质。
时报：但感情上为什么古东青总是展现出

怯懦的一面？

朱亚文：自卑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感弱势

的表达，他的自卑不是源于自己能力的不济，

而是无法给予对方未来的承诺。古东青这种

男孩是经历了几次三番的挫折的，这也是情有

可原的。
时报：古东青、霍志远和王子这三个人背

景不同，能够粘合在一起，您觉得靠的是什么？

朱亚文：我觉得在大学里交下来的朋友没

有那么大的功利心，大家是凭着一个性格，一

个趣味，一个志向和初衷结识的。他们三个性

格上彼此有互补，又一起共患难。剧中霍志远

和王子本来就是死党，古东青的加入一开始是

大家排解压力的对象，拿他调侃，越往后他就

逐渐变成一个承载，变成了定心丸，让三角更

稳定。
时报：之前采访中您也透露过，郑元畅和

李佳航是您邀请过来的，其实这次两人的表现

也都有很大颠覆，为什么会想到邀请两人？

朱亚文：郑元畅呈现出来的气场一直是高

素质、带着暖男光环的状态，但根据我从生活

上的了解，知道他的表演能量远大于你们之前

看到的偶像剧，是更接地气、更现实主义的深

层表达。李佳航是一个在传统意义的表演环

境中力求变化的演员，对喜剧有着深刻解读，

这次王子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认为自己是

“王子”，但不过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少女集体回

忆，很容易就过去了，这种落差感在他身上表

达得特别准确。
时报：《合伙人》最想表达的是情义的部

分么？

朱亚文：肯定的。它还是一个理想主义的

组合，因为单单“合伙人”这三个字，更多的是

从技术、资源、人脉、人性出发的一个组合，但

是对中国这样的情义化的国家，我们都更希望

能跟有情有义的朋友在一起，能够深度发展，

彼此成长，彼此扶持。《合伙人》虽然是一个励

志剧，但我们并不想把这个社会表达得那么残

酷不堪，也希望有情有义的兄弟组合能做到真

正的苦中作乐。

不惧跨界
与精神力强大的团队合作

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朱亚文多年来的作

品证明了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而最近在《声临

其境》中他又展现出配音方面极强的声音塑造

力。事实上，在诸多现实题材剧后，朱亚文时隔

10年重回古装领域，他与汤唯联袂主演的《大明

皇妃》近日杀青，跨界综艺、拍摄古装剧，对于未

来演艺事业的发展，朱亚文有着自己的考量。
时报：之前《声临其境》的表现非常惊艳，

情话的部分撩动了不少少女心，平时您的声音

就是这种音效么？

朱亚文：我声音还行，我从来没有在公开

场合下去如此这般挑逗女性，以前没有，我以

前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女朋友、自己的太太。其

实它是一个配音，也是一个人设，配合这样的

一个记录性的表达，然后才有《声临其境》之后

的一些效果。
时报：《大明皇妃》中饰演明宣宗朱瞻基，

您很久没有拍摄古装剧了，现代剧和古装剧演

起来比较大的不同是什么？哪个挑战更大？

朱亚文：我觉得古装戏可能更考验演员的

基本功，因为古装戏是戏剧为先，现代戏还有

一个氛围，还有整个周边美术的一个现实感。

古装戏基本上出自于久远的的时代，人物站在

那里的时候，首先从你自己的个人信念感出

发，然后组织自己表演，这可能对演员基本功

的要求会挺高。所以我近八个月《大明皇妃》

的拍摄以后，就像是在表演学员班里待了一

段时间，看到包括王学圻老师、吴越老师、梁

冠华老师等诸多优秀演员的高超演技，他们

在浓妆艳抹的古装下表现出的丰厚人物，让

我受益良多。
时报：这些年您接拍的很多作品，观众口

碑都很不错，制作上也都质量过硬，在选择剧

本方面，标准是什么？

朱亚文：我其实不挑，不会刻意地追逐跟

谁谁谁合作，或者一定要参与某种类型，因为

每一个季度我们看到的一些剧本和题材也就

是那些。我更在意的是从剧作到团队，有没有

积极向上的创作精神。因为在现场工作的人

是我，我需要花一百多天和一群人在一起，如

果这群人都在混事儿，都在做一些可有可无的

工作，我就觉得我在浪费生命。如果这个团队

是实打实的，有老师、有前辈、有表率性的人

物，我会觉得能学到很多东西，这段时光也是

真实存在的，不会有任何埋怨、后悔。所以，我

会选择与精神力量比较强大的人一起共事。
时报：现在工作安排得也比较满，您也刚

刚喜获爱女，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呢？

朱亚文：平衡工作和家庭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多交流、多沟通，第一时间和家人报备，获得

家人的理解，争取到彼此最大的空间，我觉得

这是一个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你才能够安心

地去行走于家庭和工作之间，而不是盲目地要

求所有人都理解你。我也三十多岁了，也在一

个怕被埋怨、怕面对遗憾的年龄了，在这个阶

段里，孩子也有了，老人身体也还OK，所以往

往希望做得更完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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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励志剧《合伙人》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剧中朱亚文饰演的农村孩子古东青与两个

兄弟霍志远（郑元畅饰）、王子（李佳航饰）一起白手起家，在互联网大潮中几次沉浮，最终

叱咤商场。朱亚文也将一个懵懂稚嫩的农村娃成长为有担当有魄力的创业领袖演绎得

活灵活现。事实上，从《闯关东》的朱传武、《红高粱》的余占鳌到古东青，朱亚文不仅获封

“行走的荷尔蒙”，更是妥妥的实力派男演员。日前，本报记者对话朱亚文。 记者 王晶

时报讯（记者 陈彤）纪念北京奥运会（天

津赛区）十周年记者座谈会暨室内竞技自行车

媒体体验活动日前在团泊体育中心举行。本

次活动由天津市体育记者协会主办，天津道以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十年前，天津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协办城市

成功举办了奥运足球系列赛，被北京奥组委评

为最佳赛区，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

为纪念2008年奥运会，展望2022年冬奥会，市

体育记协组织有关新闻媒体进行了本次座

谈。应邀出席座谈的市体育局主要负责同志

也畅谈了自己的体会，并提出作为体育人要增

加使命感、责任感、自信心，增强为国家发展贡

献力量的自觉性和紧迫性，共同为体育强市和

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座谈会前，部分记者还参与了室内公路自

行车骑行体验活动。室内公路自行车竞技赛

是全国首创的一项全时竞技平台。该赛事平

台是当前世界先进的数据平台+运动自行车+

云计算+APP+互联网+体育的全新赛事活动。

纪念北京奥运（天津赛区）
十周年记者座谈会举行

时报讯（记者 王淞）在以导演身份赢得观

众认同后，今年暑期档宁浩又凭借自己监制的

影片火了一把。而如今，他的监制路又将开启

新的征程。日前，由宁浩监制，新导演温仕培

执导，彭于晏、张艾嘉、王砚辉、姜佩瑶等人主

演的电影《热带往事》正式开机。

宁浩透露，该片将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为背

景，“讲述在一个全城停电的炎热夏夜，因一起

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命案，被卷入其中的三个人

命运自此改变，并开启长达二十载纠缠的故

事。”谈到这个故事的呈现手法，温仕培坦言自

己更追求“余味”，“跟以往作品会有很大不同，

它更像一首歌或是一个梦。”

宁浩再做监制
《热带往事》开机

以导演身份尝试喜剧
对于《一出好戏》，很多人的第一印

象都是喜剧，但看过影片却发现，这并

不是一部纯粹的喜剧，或者说不是一部

人们想象中的黄渤式喜剧，这个故事让

人在笑过之后产生了太多的思考。

“其实，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我

2010年帮朋友拍的一个宣传片，后来

因为电影《2012》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想

法，那些登上诺亚方舟的人们后来怎

样了呢？我想，那里应该依然会有爱

情、争斗和权力更替。所以，当时我连

影片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2012

后》。”黄渤希望，自己能够让故事融入

一些戏谑和残酷的味道，“电影中的荒

岛，其实就是现实世界的缩影。因为

法律、道德的存在，现实社会才能呈现

出一种平衡的状态，但当人们来到这

个不受道德、法律约束的荒岛之时，在

欲望的推动下又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

状态呢？”他认为，这既是《一出好戏》

的故事背景，也是影片想要给观众留

下的思考——对人性和现实的探讨。

“事实上，我还是希望此次能够尝

试一下对风格的融合。”在黄渤看来，

《一出好戏》应该是一个用喜剧去表达

自己想法的故事，“很多人觉得这个办

法不可行，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当然，

这也是我此次做导演最困难的地方，

如何化解喜剧和内涵之间的矛盾。《一

出好戏》有商业性，也有艺术属性，我

就是想通过这部电影试试能不能把这

些东西糅合在一起，我相信中国观众

已经对新类型做好了准备。”

“中流砥柱”不能总是捡便宜
细说近年来演而优则导的几人，

不难发现他们转型导演之前多多少少

都在演艺事业上遇到了一定的问题，

而黄渤，并非如此。

“如果单纯从市场考虑，我没必要

付出三年时间拍《一出好戏》，这三年

我推掉了那么多作品，少了那么多酬

劳。而且，我对做导演这件事并没有

多少企图，也不觉得在自己身上加上

导演二字有多大意义。”正如黄渤所

言，作为一个兼具口碑和票房的演员，

黄渤完全可以继续享受自己的演员之

路，“做演员拍纯喜剧，对我来说是一

件保险的事，可这确实没什么意义。

从青年演员到中生代演员，这个行业

给我的已经够多了，美誉度、人气、酬

劳，你都已经算是这个行业的中流砥

柱了，需要扛起些什么了，如果还总是

去做顺水推舟捡便宜的事不太好，我

有责任去为这个行业做一些努力。既

然有这个机会，我当然要做一个自己

想拍的、有点挑战性的东西。”

说到未来，黄渤也显得十分坦诚，

“我不是一个快手，用这么长时间做一

个项目必须要有足够新鲜的题材和想

法来吸引我，做一个纯市场向的东西

没什么意思。所以，以后我也不会一

部部继续导下去，真的要碰到自己喜

欢的题材才可以。”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王淞）根据同名游戏改编的

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近日亮相古剑八

周年 IP盛典活动，现场曝光了主角王力宏、

宋茜、高圣远、张智霖、柳岩等几位主演的角

色造型，与原版游戏的高契合度很快引发网

友热议。

从几位角色的造型看，他们或执剑施术，

或长枪立威，或灵动飘逸，或阴暗诡谲，集法

术、剑术、灵力于一身，奇幻感跃然而出，每位

人物依据不同性格与特征，呈现不同的色调与

场景。通过网友反馈，电影版此次对于角色形

象的呈现实现了对游戏内容的还原，也提升了

人们对影片的期待值。

根据同名游戏改编电影
《古剑奇谭》角色首曝光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艾利之书》导演艾

尔伯特·休斯执导，柯蒂·斯密特-麦菲、雷奥

娜·维埃拉等人主演的冒险大片《阿尔法：狼伴

归途》昨天发布预告和海报，呈现了男主角科

达和“狼主角”阿尔法坎坷不断的冒险征程。

同时，记者从片方获悉，该片已通过内地审查，

将于近日与观众见面。

据悉，《阿尔法：狼伴归途》以史前时代为

背景，讲述了男主角科达不幸坠崖后，试图与

偶遇的野狼培养感情，他的这一举动不仅让自

己的命运出现转机，更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轨

迹，让人类找到了最忠诚、最珍贵的伙伴。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中超联赛第17轮天

津权健本周日客场挑战北京人和，继上轮的河南

建业后，权健将连续第二轮比赛迎战擅长防守反

击战术的球队，如何克制对手的防守反击战术，

也将是权健主帅索萨近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权健外援莫德斯特近日陷入转会传闻，大

战在即，权健还得努力稳定住军心才行。

最难的是缺人手
队长张鹭对记者说：“人和以防守反击为

主，打得非常快，加上下半年的引援，他们的进

攻会对我们的防线造成很大的威胁。当然，前

场的速度和反击也是我们取胜的法宝，我们需

要在做好防守的基础上，提升攻防转换的速

度。”其实防守反击战术并不难克制，只要在中

场掐死对方的攻防转换枢纽，后防线方面盯住

对方的重要反击点就可以了。但权健现在的问

题在于，中场少了维特塞尔，防守硬度下降了不

少，后防线刘奕鸣被U23国足征召，糜昊伦本轮

停赛，能够客串边后卫的郑达伦本轮也停赛，权

健在防守端困难异常。就目前来看，此役权健

想要稳固防守，必须要打双后腰，后防线上如果

张诚膝伤恢复良好，可与伤愈的储今朝镇守左、

右两翼，如果恢复情况不好，索萨就得考虑内部

挖潜了。

莫德斯特想走不易
权健的另一名外援莫德斯特也陷入了转会

传闻。近日外媒有消息称，莫德斯特本人希望离

开权健，他可能的下家是俄超莫斯科火车头队，

事实上，本周三权健队进行的公开训练课，莫德

斯特确实没有现身，俱乐部方面给出的说法是他

因为个人事务请假了。已在中国足协为莫德斯

特缴纳了巨额引援调节费的天津权健当然不愿

意再失去一员重要外援，而且就双方签订的合同

来看，其他球队也不可能通过支付违约金的方式

将莫德斯特带走，但即便如此，权健还是要尽量

排除一切潜在的风险。同时，俱乐部方面得想办

法激发出法国人的积极性，毕竟夏训归来后莫德

斯特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

《阿尔法：狼伴归途》
人与狼共赴史前之旅

权健客战北京人和
莫德斯特陷转会传闻

《一出好戏》再掀暑期档热潮

黄渤：这个故事就是现实的缩影
在距离上映还有一天之时，

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就

已经被视为了8月影市的第一个

爆款。事实上，在“演而优则导”

之风盛行的这几年，黄渤转型导

演早已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而且，凭借着此前做演员时的积

累，相比同行们黄渤似乎受到了

更高的关注，也吸引到更多的人

气。可有趣的是，回顾《一出好

戏》从开拍到上映的这段日子，他

的表现却异常低调，并没有其他

人那种背水一战的决绝。近日，

黄渤接受采访，坦露了自己这三

年以来的心声。

对话朱亚文：

古东青是三兄弟的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