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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文化资讯

▲

周日 10:00-11:30，空港经济区文化中

心将举办“国乐之魂——漫谈中国可传世‘两

曲一歌’&经典民乐”主题沙龙，主讲人大正将

为听众解读《梁祝》《茉莉花》等经典民乐作品。▲

周日 10:00-12:00，生态城原旅游区投

资服务中心一楼第一会议室将举办“皮影戏欣

赏教学”专场活动，参与者可欣赏皮影表演。

咨询电话：67288955。▲
周日14:30-16:00，滨海新区图书馆“滨

海市民文化讲堂”将带来“中医体质与养生”讲

座，由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袁红霞主讲，地点

为图书馆419报告厅。 时报记者 范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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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创作也呈现内心世界
提起青年舞蹈家王亚彬，很

多观众率先想到的可能是她在影
视剧中的形象，她是《乡村爱情》
中质朴单纯的王小蒙，也是《推
拿》中为爱执着的金嫣，并为张艺
谋电影《十面埋伏》设计和表演了
经典的水袖舞。事实上，王亚彬
与影视的结缘还是来自舞蹈，5次
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舞蹈
节目，不仅让她的面孔被全国观
众熟悉，耀眼的表演才华也被影
视圈所发掘。而作为首个被英国
国家芭蕾舞团委约编舞的中国
人，王亚彬发起的“亚彬和她的朋
友们”系列演出更成为中国艺术
界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近年来
与全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擦出了
巨大的火花。日前，“亚彬和她的
朋友们”系列十年的第九季新作
《一梦如是》在天津大剧院开启了
全国巡演的首站，被观众亲切地
称为“天津闺女”的王亚彬回到了
家乡，并接受了本报专访。

时报记者 王晶

《一梦如是》“复活”鸠摩罗什
一场唯美而豪壮的东行

时报：《一梦如是》是“丝绸之路”系列的一

部作品，以当代视角讲述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

故事，一开始为什么会对他产生兴趣？

王亚彬：鸠摩罗什是千年丝路上文明、文

化的传播使者之一，丝绸之路的故事是离不开

这些光耀千古的人物的。我在采风的时候就

感慨他东行的艰难，我们现在可以乘飞机、火

车、汽车，还觉得路途辛苦、舟车劳顿，但其实

他的旅程比玄奘还要早300多年，龟兹国、凉

州、长安是他行走的三个重要节点，在前往东

方的路上，他越过荒漠、孤独、艰辛，我很想用

舞蹈把他的故事告诉大家。毕竟古代我们通

过文字凝结历史，现代人通过阅读触碰到历史

深处，我希望用舞蹈将这个伟大的灵魂复活。

时报：你也做了很多文化交流的工作，你

怎么看待鸠摩罗什1600多年前的东行？

王亚彬：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跋涉，不断

寻找生命终极叩问的答案。如果抽离来看，鸠

摩罗什的东行之旅其实非常唯美，一个当时的

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国家，其实展现了当

时中原对多元文化的包容。鸠摩罗什为了自

己的信念，即便曾在凉州逗留了17年，最后还

是继续前行，其实也给现代人带来了启迪，就

是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他的经历是中国

的，他的思想是世界的。

时报：这部作品的表现方式还是很创新

的，上篇在现代的图书馆，下篇回到古代，其中

充满了时空的回放与停顿、梦境和现实的重现

与转换，创作时有没有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度？

王亚彬：观众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但我

其实不会强迫观众跟着我的想法走，因为舞剧

毕竟没有台词，观众得到的东西和自己的背

景、教育程度、经验有关，我越客观地呈现，观

众能够得到的东西会越多。我觉得舞蹈艺术

的创作也是呈现内心世界。

从中国制造到创意中国
美好的身体要服务于深邃的灵魂

时报：你9岁就去北京学舞蹈了，虽然京

津之间不远，但每次回天津会有特别的感受

么？这次作品回到家乡，心情如何？

王亚彬：离开家25年，之前每次回天津感

觉就是回家，都要吃一套炸糕、麻花、煎饼果

子，然后回家看父母，过年过节，没什么不同。

不过今年 4 月，先是带着《青衣》这部作品回

来，还有现在的《一梦如是》，现在觉得我就像

一颗果实，集满了营养，等待的是瓜熟蒂落，希

望让家乡父老看到我们成熟的作品。我觉得

天津人这个身份给了我天生的幽默感吧，虽然

我平时不是很爱讲话，不过身边很多人都说我

说话很逗，挺幽默的。

时报：“亚彬和她的朋友们”已经进行到第

十年了，有没有想过给天津创作一部舞剧？

王亚彬：这个想法我一直都有，我就像风

筝，无论飞得多高，也是要回家的。但天津的

文化元素、风土人情非常丰富，其中也不乏经

典，我希望能够将现代背景与传统文化相结

合，而且主题能和当下人的情感相勾连。

时报：这些年你和国外的艺术家有很多的

合作，中国传统舞蹈与当代西方舞蹈糅合在一

起的跨界尝试非常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亚彬：“亚彬和她的朋友们”这个系列做

了十年，台前幕后的艺术家合作了 200 多位

吧，其中有不少是国际上很著名的编舞。从做

这个系列开始，我们就想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

故事，合作下来我发现，其实深度合作是最好

的交流方式。“Made in China”的中国制造已

经深入人心，现在我们希望用舞作展现“Cre-

ative in China”（创意中国）。对于一个舞者

来说，还是要保持感受力和敏感度，毕竟美好

的身体要服务于深邃的灵魂。

时报：之前在影视圈发展得很好，做原创

舞剧感觉还是一条挺辛苦的路。

王亚彬：现在的市场肯定要比10年前好

很多了。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个由舞蹈演员

独立运营的工作室，之前大家都在院团里跳

舞，但很多舞者看到，我们这样做竟然也能行，

后面也有很多舞者开始做工作室，我们给大家

趟了个道吧。

时报：舞蹈工作室的运营，感觉已经比较

上轨道了。

王亚彬：除了做舞剧，请很多独立舞者加

盟，我们也借平台推了很多新人，我觉得我可

能有锦鲤人设，就是合作过的舞者，运气还都

挺好的，大家相辅相成吧。其实，我不是说跳

舞的人就应该穷，只是慢慢地，随着观众品味

变高，舞蹈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用25年做一件事
勿用杂事浪费生命

时报：你提到用 25 年做一件事，如果坚

持，就一定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我很好奇，9

岁的时候，你就想到25年后要做的事了么？

王亚彬：我9岁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过以后

一定要成为一名舞蹈家。可能因为跳舞这个

职业就很寡淡，让我更能够心无旁骛，而且我

自己功利心不重。其实9月份很多名家相继

去世，对我的内心也有一个触动，让我愈发感

觉人生苦短，就不要让那些会干扰到你的事情

浪费生命了。

时报：很多舞蹈演员的个性是很张扬的，

但感觉你的气场就是很沉静。

王亚彬：我是天生淡定吧。十七八岁的

时候拿全国舞蹈比赛的金奖，那时候打电话

给爸爸妈妈报喜，他们听到后就夸奖了一

句，然后接下来就问“吃了么”这种生活问

题，可能我父母的功利心就非常淡吧，不会

给我施加什么压力，所以我也很少有狂喜和

暴怒的时候。

时报：那作为一个编舞，也是创作者，除了

舞蹈之外，你强烈的表达欲怎么纾解？

王亚彬：我更喜欢用文字作一些冷静的个

人梳理，文字像舞蹈的倒影，两者其实是有通感

的。我之前出了两本书，《身体笔记》和《生命该

如何寄托》，也把自己很多感性的体验都记录到

了书里。演出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应该会继续

写一些新的感受，很多当下都值得记录。

时报讯（记者 王淞）DC全新超级英雄电

影《海王》将于年末上映，作为这位超级英雄世

界海洋霸主的首部独立电影，该片由一手打造

“《招魂》恐怖宇宙”和《速度与激情》系列的好

莱坞著名亚裔导演温子仁执导，他表示，此次

拍摄《海王》将进一步创新水下特效拍摄技术，

“带领观众首次探秘海底超级英雄的世界。”

日前，《海王》发布超长中文预告，并随之

曝光了影片剧情。片中，拥有半陆地人类、半

海底人类血统的亚瑟，为了阻止弟弟奥姆的统

治野心和海陆灾难，在强大女战士湄拉的陪伴

下，跋山涉水寻找传说中的三叉戟，并逐渐接

受真正的自我，历经磨难和战斗，最终成为海

王。温子仁透露，观众将在片中看到大量亚特

兰蒂斯的海洋奇景，以及怪奇生物和刺激感官

的激烈动作戏份。

时报讯（记者 王淞）提起非洲，在很多人

印象中出现的，是生机勃勃的草原上成群的动

物在自由奔跑，然而即将上映的电影《非洲遇

见你》，却将向观众揭开非洲草原上令人不忍

直视的血腥场面。导演崔燕表示，影片将会把

盗猎者惨无人道的捕杀和反盗猎英雄们面临

的险境一一呈现。崔燕透露，希望通过《非洲

遇见你》歌颂生命的可贵，“影片用真实的镜头

记录盗猎者的冷酷和残忍。他们投毒、猎杀，

在他们眼里，动物身上每一个部位都可以转化

为金钱，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举起猎枪。因

此，每一个反盗猎志愿者都是在用生命守护着

生命，希望这部电影能带观众走进反盗猎志愿

者的世界，认识他们，支持他们，变成他们。”

《海王》来临
“超级英雄”再添新成员

崔燕解读《非洲遇见你》
“致敬反盗猎勇者”

天津荣钢俱乐部明天上午将召开以“薪火

相传，砥砺前行”为主题的发布会，为新赛季出

征壮行。武贾尼奇教练团队、欧冠王泰勒·罗

切斯特、前火箭队球员科尔·阿尔德里奇，全新

阵容精彩亮相。球队将在10月23日迎来首个

主场比赛，赛季目标是向季后赛发起冲击。主

场东丽体育馆已完成全面升级，可以让球迷更

近距离地感受赛场激情。

大外援好事多磨

一波三折，好事多磨，荣钢男篮在大外援

引进上终于确定了合适人选。前NBA内线大

将科尔·阿尔德里奇，身高2.11米，体重111公

斤，司职中锋，今年30岁。

2010年阿尔德里奇以首轮第11顺位被雷

霆选中进入NBA，后被交易至火箭，新秀合同

期间就和威少、哈登、杜兰特等人一起杀进总

决赛。随后先后效力于国王、尼克斯、快船、森

林狼，是一个以内线进攻为主的传统中锋，一

对一防守、抢篮板、盖帽都是他的强项。

在本周抵津后与记者的第一次交流中，阿

尔德里奇就非常清醒地说出他面临的全新挑

战：“我在NBA的时候与杜兰特、威斯布鲁克

一起打球，我更多是做好轮换角色，更倾向于

防守。来到 CBA，教练希望我能承担起进攻

的重任，已经和我有过沟通，我相信我能做好，

我和队友们正在竭尽全力备战新的赛季。”

武大帅兑现承诺

相比大外援的姗姗来迟，为新赛季而来的

武贾尼奇教练团队已工作了近两个半月的时

间。在9月份带队参加CBA环渤海夏季联赛

输球连连，经历“出师不利”之后，武贾尼奇曾

承诺会用一个月的时间给荣钢男篮一个较大

的改变。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他认为收获超

出预期，国内球员与此前相比至少提升了

50%，水平提升和接受新事物的速度都令人满

意。他还特意点名表扬了李荣培和时德帅，说

他俩是目前本土球员中表现最为出色的。

此前在随国家队征战期间左脚意外受伤

的史仪虽然还没有参加全队合练，但康复进展

比较乐观，谈到即将开始的新赛季，史仪表示：

“队里现在变化很大，新的教练、新的队友，都

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也希望尽快恢复赶上

大家，也希望球迷朋友们新赛季能继续支持我

们荣钢男篮。”

备战的最后一周，荣钢男篮的训练将重点

围绕最后到队的大外援进行，阿尔德里奇将是

攻防两端的重要角色。 时报记者 陈彤

对话“天津闺女”王亚彬“

天津男篮整装待发新赛季

盈莹登场救主单局斩9分

球星科舍列娃因伤缺席，主力接应、

球队头号得分手冈察洛娃比赛期间意外

受伤，与意大利一战队长兼主力二传斯塔

特索娃被埃格努重扣击中颈部，本届世锦

赛，俄罗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即便如

此，俄罗斯由帕鲁贝茨、沃龙科娃、科蒂科

娃等边攻手组成的攻击线依然很有杀伤

力，尤其是身高只有1米83的“矮脚虎”帕

鲁贝茨，垂直弹跳能力强，扣球挥臂速度

快，手腕动作细腻，特点有点像河南女排

的蔡晓晴。昨日中俄一战，“俄罗斯加强

版蔡晓晴”对中国队的拦防造成了不小的

困难，俄罗斯在输掉第一局的情况下，第

二局能够取胜，也主要得益于帕鲁贝茨在

前、后排的进攻。

关键的第三局，郎平安排天津小将李

盈莹代替张常宁首发，小将上来就用自己

出色的发球攻破俄罗斯的一传，压制对方

边攻手的进攻，缓解了本方防守队员的压

力。随后，李盈莹利用对方不适应自己左

手进攻的特点，在左右两翼、前后排四处

开火。单局李盈莹就拿到9分，导演了中

国女排单局的逆转，一举击溃对手的士

气，为中国女排最终取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李盈莹赛后对记者说：“我替补上场，

就是想打出自己的冲劲，用自己的进攻优

势带动自己的发挥，每场比赛对我来说都

是锻炼。作为年轻队员我没有压力，不会

担心自己发挥不好，没有思想包袱，上场

后就想如何能发挥得更好。”

郎指导第二招也使出来了

本届世锦赛，郎平在比赛第一阶段利

用一切机会考察队员、调配阵容，希望球

员们尽快进入比赛状态，以便在之后的比

赛中形成即战力。复赛阶段，郎平开始稳

定中国女排的主力阵容，朱婷和张常宁搭

档主攻线，颜妮和袁心玥搭档副攻线，丁

霞任二传，龚翔宇任接应，王梦洁任自由

人。可以说，这套阵容是中国女排现阶段

能排出的最强阵容，能最大程度展现自己

的攻击力。

但随着比赛的继续，各队也研究出了

对付中国女排的办法，那就是先集中全队

所有人的发球攻击张常宁，待其一传出现

波动被换下场后，再用发球攻击朱婷，压

制朱婷的进攻。客观地说，这套对付中国

队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是，

郎平还有第二招——李盈莹。进攻实力

突出的李盈莹替补张常宁登场，可以保证

中国女排的攻击火力，但其欠缺的一传能

力往往会成为对方攻击的重点，所以当她

处于后排时，郎平就安排朱婷+王梦洁+

龚翔宇三人接一传保护李盈莹，即便是朱

婷被重点攻击，一传波动，郎平手里还有

刘晓彤可以顶上。事实上，这样的用人招

数在昨日的比赛中郎平已经使出来了，效

果不错。

6强赛中国将战美国荷兰

昨日战俄罗斯，中国女排赛前就确定

了复赛F组第二的排名，所以比赛完全可

以不尽全力，但郎平还是排出了全主力阵

容，还在后半段使出了李盈莹的变招。有

理由相信，郎平是想让队员们保持竞技状

态，也让李盈莹提前登场适应为第三阶段

6 强赛做准备。世锦赛第二阶段比赛打

完，F组前三名意大利、中国、美国和E组

前三名荷兰、日本、塞尔维亚进入 6 强。

第三阶段6强赛，6支球队抽签分成两个

小组打单循环赛，中国、美国、荷兰分在一

组，意大利、日本和塞尔维亚同在一组。

“6 强赛没有弱旅，不管抽签在哪个

小组，我们都要全力以赴，争胜的原则不

变。”郎平昨日表示，“下面的比赛要看体

能了，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家的条

件都一样，打了这么多比赛，要尽快调

整。”从郎平的话可以看出，没有比赛的

12日和13日中国女排肯定会抓紧一切时

间恢复身体。同时，中国队还要在一传

上再加强，从第一阶段小组赛以及复赛

跟美俄等队的硬仗中可以看出，中国女

排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跟谁都有得打，

甚至一传到位率稍逊对手，也能凭借网

口优势跟对手一战。总而言之一句话，6

强赛能不能稳住一传生命线，很可能会

直接决定中国女排能不能在本届世锦赛

上再进一步。

郎平祭出变招李盈莹

昨日，2018年日本女排世锦赛继续展开争夺，中国女排在F组复赛最
后一场比赛中3∶1击败俄罗斯。复赛阶段4场比赛，中国女排连续战胜泰
国、阿塞拜疆、美国和俄罗斯，最终以F组第二名的身份杀入6强。不过，俄
罗斯昨日虽然输了球，但打得异常顽强，甚至让中国女排主帅郎平使出了
自己的变招——李盈莹。郎平的第二招提前揭秘，接下来更残酷的6强
赛，中国队该怎么打？ 时报记者 宋鑫鑫

李盈莹（右二）上场实现单局逆转

6强赛会怎么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