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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文化资讯

▲

今日14:00，滨海新区美术馆邀请《红海

行动》策划——著名剧作家周振天在一楼拍卖

厅举办主题演讲，分享自己的艺术创作历程。▲

周六 14:30-16:00，滨海新区图书馆改

革变迁分享会首场活动邀请到天津方言协会

会长郭文杰，为读者解读“40年的婚俗变迁”，

读者可免费参与。▲
周日10:00，希望书店（宁波道店）将举

办“和星星姐姐一起画绘本”活动，邀请新蕾出

版社编辑星星姐姐为大家讲绘本故事，并带领

小朋友们创作自己的绘本，还将举办一场模拟

新书发布会。报名咨询18545313882

时报记者 范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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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瑛娘并非逆来顺受
只是顾全大局

如果说瑛娘的一生也是一出“大女主

戏”，那她可能是荧屏上最悲催的大女主之

一：婆婆欺压、丈夫病逝、被诬陷入狱、孩子走

失，遭遇一系列打击的她极少去“回怼”，这也

让很多女性观众质疑瑛娘的选择。

时报：很多观众对瑛娘的做事方法并不

认同，认为她太逆来顺受了，你怎么看？

岳丽娜：在对待丈夫和女儿的问题上，瑛

娘从来都是拼死反抗的，怎么能说她不反

抗？我认为真正的抗争一定是在大是大非上

的，这样抗争才会有力度，而不是凡事都要占

尽先机，不管大事小情都要争个你死我活、逮

谁跟谁打，那绝对不是瑛娘。

时报：瑛娘一直与人为善，但她的婆婆隆

夫人一直很不待见她，怎么看待这对婆媳关系？

岳丽娜：隆夫人不仅是瑛娘的婆婆，更是

隆家这个大家族的掌门人。当时的现实环境

赋予她的权利与义务，让她不得不强势。隆

夫人一直很介意瑛娘“河姑”的身份，不过在

对待隆夫人的态度上，瑛娘懂得起码的孝道，

将心比心，这也是她善良的表现。

时报：你觉得瑛娘最终要的到底是什么？

岳丽娜：不管是隆氏这个大家族，还是那

个封建的大时代，瑛娘想要的从来都不多，她

只是想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但

造化弄人，让她的这一点愿望也成为了

奢求。瑛娘命途多舛，一次又一次的变

故不断地磨炼着她的耐力和韧性。瑛娘

所呈现出的反抗也绝非仅仅浮于表面，而

是一位母亲由内向外的一种爆发与释放。

事业或家庭
哪里需要我就去哪

在《娘道》之前，岳丽娜照看三个

孩子，作为“老板娘”打点一切，以及担

任了《灵魂摆渡》的出品人，诸多工作

已经让她成为了一个“铁妈”，而新剧中一上

手就是故事传奇、76集超大体量作品的女主

角，岳丽娜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都克服了

外人很难想象的诸多困难。

时报：瑛娘这个角色对你最大的挑战是

什么？

岳丽娜：瑛娘这个角色对我来说确实是

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我要对得起郭靖宇

导演对我的信任，对得起默默支持喜欢我的

人，最重要的是要让我的孩子们看到妈妈一

直在努力。

时报：听说这 10 个月中进了好几次医

院，犯过心脏病，低血糖还晕倒过？

岳丽娜：祠堂辨河姑那场戏，如果大家仔

细地去看一下回放的话，那个时候我的嘴唇

是紫的，尽管化着妆涂着口红，你们还是能看

出来，那时候心脏很难受。

时报：这部戏你们是全家上阵，大儿子郭

信长和二女儿郭信如都有出演，跟孩子一起

演戏，难度大么？

岳丽娜：信长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演戏

了，这次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发挥，在现

场甚至会帮妹妹入戏。但信如拍隆念娣的时

候才两岁，还分不清现实和演戏。剧中，经常

有瑛娘带着念娣颠沛流离的情节，孩子还需

要忽然被惊吓，那种情节对一个两岁多的孩

子来说真的很吓人，我抱着她的时候都感觉

到孩子在抖，当时我就想，为什么要让自己的

孩子遭这份罪呢？后来想，如果换成别人的

孩子也会害怕，就豁出去吧。

时报：这次收视成绩这么好，未来会不会

想增加演戏在工作中的比重？感觉你把事业

和家庭都照顾得很好。

岳丽娜：其实要兼顾家庭与工作，达到两

不误基本是不现实的。我只能工作的时候心

无旁骛地认真工作，带孩子的时候彻底是一

个奶妈。带孩子的事情很琐碎并且看不到成

效，为了保证不出错，我最多制定三天以内的

计划，保证能落实，并在晚上与孩子和照顾他

们的人通电话及时调整，或者拍戏的时候尽

可能把他们带在身边。当戏更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去演戏，当家更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好好

顾家。

时报：听说你在这么紧张的拍摄期间还

完成了EMBA的学习，为什么会这么拼？

岳丽娜：学习这件事儿对我来说一直很重

要，我觉得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读书，

要保持学习的能力。其实家长对孩子的言传

身教也很重要，信长才六个月的时候我就教他

自己扔尿不湿，差不多一岁的时候就教他包饺

子擀皮儿。小女儿出生后，就开始教哥哥恰当

拥抱妹妹的方式，我希望告诉孩子，只有通过

学习得到改变，才能带来真正的进步。

时报：你是郭家班的老板娘，其实很多人

不知道之前很热的网剧《灵魂摆渡》是你出品

的，当时看来，那部戏还是挺超前的，你怎么看待

现在的影视剧创作？做老板娘的感受是什么？

岳丽娜：我觉得制作一部作品要以受众

为出发点，站在他们的角度对整体进行考量，

面对不同的题材要抱着截然不同的心态，也

要敢于颠覆固有的观念。在组里每次看到大

家辛苦地工作，我就特别希望每个人都能有

机会成就自我。年轻人需要机会，需要在不

断试错的过程中成长，看到他们一步步从场

工到执行导演、从剧务到制片人，真的是一种

幸福。 时报记者 王晶

对话《娘道》主演岳丽娜

时报讯（记者 王晶 北京报道）由故宫博

物院与北京电视台共同出品的大型纪录片《紫

禁城》、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日前

在京举办发布会。《紫禁城》是为纪念2020年

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5周年

而推出的大型纪录片，计划于 2020 年 9 月上

线。而《上新了·故宫》则是《紫禁城》系列的阶

段性成果，将在本月26日率先播出。

此前，有关故宫的各类文化节目层出不

穷，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恰逢“故宫

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和“平安工程”正

在展开，所以《紫禁城》和《上新了·故宫》较之

前的合作，将有更全面更生动更细腻的表现

形式。据悉，《上新了·故宫》的一大亮点是以

年轻视角大开脑洞，联手知名设计师和高校

设计专业学生征集各类设计理念，每期节目

都将诞生一个引领热潮的文化创意衍生品。

同时，节目中还将有部分故宫未开放区域首

次亮相。作为节目嘉宾，周一围坦言，亲自面

对故宫和文物的感受与想象中完全不同，“新

品开发员的任务是让故宫文化活起来，我们

找到了一种方式：让文物变为文创、文创变为

产品，让更多想了解而不能身临其境的人一

起找回传统文化的真实。”

近日，电影《李娜》在武汉正式开机，暌

违四年，陈可辛终于启动了《亲爱的》后全

新的导演作品。作为一部从主创到角色都

具备足够社会影响力的影片，《李娜》自剧

本筹划阶段就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猜

测。如今，电影正式开机，陈可辛也第一次

接受采访讲述了那些备受关注的问题。

李娜汤唯都是传说

事实上，关于电影《李娜》的消息早在

四年前《亲爱的》上映之时就已传出，几年

来坊间众说纷纭，从剧情、演员到项目进

展，关于该片的话题从未间断。

“这四年，我没有执导任何影片，因为

一直把心思扑在《李娜》的创作之上。”陈可

辛表示，筹备期他只做了三件事，“首先，挑

选一名专业演员，不求闻达，但求气质相

近、足够敬业。而后，花了两年时间，让她

接受专业的网球训练。然后，就是翻看《独

自上场》（李娜自传），细细揣摩，靠近人物

气场。”这一番话，也彻底否认了此前外界

关于李娜将在片中饰演自己，或是汤唯来

扮演这一角色的传闻。“既不是李娜本人，

也不是太过知名的演员，因为我需要‘去个

人化’。”陈可辛透露，这位演员将从李娜的

少女时代一直演到退役。

人物服务于剧情

不夸张地说，在当今的华语电影界，陈

可辛完全可以算作现实主义题材的“第一

人”，可即便如此，《李娜》这样的人物传记

片对他来说也同样是一片待开发的领域。

对此，观众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我一直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会造出

一个像李娜这样的人。”此一言，似乎很

好地阐明了陈可辛对《李娜》的定位——

在呈现这位传奇运动员精彩人生的同

时，又要透过这一角色折射出时代的激

荡。对此，陈可辛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影片将围绕李娜的经历展开，并通过她

的成长，展现时代裹挟下的人物传奇。”

或许，《李娜》并不会如外界此前猜测的

那样，是一部纯粹的人物传记片，而很可

能是一部用人物来推动剧情、服务剧情，

以小见大的作品。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好莱坞华裔导演崔

燕执导，杨玥、王梓权、杜文等新生代演员主演

的电影《非洲遇见你》今天起登陆全国院线。

片中，导演不仅将向观众展现非洲大地广袤多

样的壮丽风光，还将讲述中非反盗猎志愿者在

非洲热土上不畏牺牲与盗猎者殊死搏斗的斗

争过程。崔燕介绍，影片的女主角本是上海某

广告公司的宣发总监，性格娇蛮霸道，在进入

野保区遭遇盗猎者绑架和追杀，亲眼目睹了反

盗猎志愿者对野保工作的无私奉献，这位娇娇

女感悟了人生的意义，义无反顾地加入反盗猎

志愿者的行列，“电影不仅用一段冒险故事歌

颂了反盗猎志愿者的大无畏精神，也聚焦了新

时代年轻人不为眼前的安逸生活而满足，重作

人生选择的成长历程。”

本来抢分比近几个赛季都麻利，

但泰达队近期以一波8轮不胜走到收

官阶段，8 轮仅收上来 4 分，加分缓慢

使保级形势趋于紧张。明晚，泰达队

将客场对阵山东鲁能，多重因素也显

示这场球恐怕不好踢。

鲁能队是亚冠资格的有力争夺

者，明天又是主场作战，全力争胜的欲

望不会低。而力所不逮的泰达队，除

了防守方面的严重问题还没有解决，

攻击火力又未战遭损。白岳峰和杨帆

均赛季报销，后卫线正忙着凑人，出场

纪录寥寥无几的彭睿、聊博超、谭望嵩

都在做着准备，想不到锋线又起哄式

减员，队内国产第一射手惠家康没有

如期复出，近几轮威力大增的洋枪乔

纳森还进了伤兵营，这两大攻击手已

确定不会随队出征。

明天的济南一战，把防守反击打得

坚决再坚决，无疑是泰达队唯一的选择

了。备战此战的过程中，泰达队特意在

防守转进攻的转换速度上多下了功夫，

强调在由守转攻的瞬间阵型不冒进、传

球敢冒险，中场一旦得球少传“太平

球”，冒险也要敢传威胁球，然后看阿奇

姆彭的发挥和运气。从比利时办事回

来的阿奇姆彭训练状态依然火爆，这是

泰达队阵容安排上为数不多的好消

息。另外，从国足回来的买提江也不是

太疲劳，首发出场问题不大。

就本轮对阵来看，泰达赢鲁能不易，

保级主要对手河南建业想主场从广州富

力身上抢下3分也可能较小，因为积29

分的富力也还并不安全。面对保级形

势，施蒂利克依然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兵

分济南前他特别和媒体谈道：“目前我们

领先河南6分，但可以确定河南队在后面

的比赛中会拿到很多分数，所以我们也必

须在后面拿到足够的分数才行。”目前泰

达领先排名倒数第二的建业6分，如本轮

后这个差距被缩小到3分，泰达队的领先

优势就薄弱得令人慌神了。当然，如果本

轮过后这个优势被扩大到9分，则泰达队

几乎可以提前上岸，毕竟剩余4轮建业想

反超需要至少3胜1平，同时还要寄希望

于泰达1分也拿不到，这种理论上的可

能，放到现实中差不多已经可以说是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了。 时报记者 陈彤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经过短暂

的间歇期，2018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

比赛本周末将拉开战幕，天津权健明

日将在上海虹口足球场对阵上海申

花。在联赛仅剩5轮的情况下，天津权

健的保级压力非常大，对阵上海申花

必须要保平争胜。另外，此战天津权

健新换的主帅韩国人朴忠均也将正式

在球迷面前亮相。

朴忠均低调接过教鞭朴忠均低调接过教鞭

联赛间歇期前，葡萄牙人索萨突

然离开天津权健帅位，权健客战山东

鲁能不得以从北京召回了沈祥福临时

指挥比赛。此后不久，韩国全北现代

名帅崔康熙的助教朴忠均来到天津，

接过权健教鞭。朴忠均此番抵津显得

非常低调，上周周中到达权健俱乐部

后给队员们开了个会，随后就安排球

队在浯水道基地进行封闭训练，权健

方面也没有官宣他的加盟。据记者了

解，朴忠均跟大部分韩国教练一样，在

训练上要求比较严格，近段时间权健

几乎都是一天两练，不过或许是考虑

到中超联赛到了尾声阶段，球员们普

遍比较疲惫，而且之前的索萨并没有

给球员储备好体能，所以朴忠均在训

练内容上也比较注意。另外，因为在

之前的亚冠联赛中权健曾经和全北现

代交过手，所以朴忠均对于权健的球

员们比较熟悉，这也有助于他快速进

入状态。今日，天津权健将召开战上

海申花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届时朴忠

均将在媒体面前亮相。

客场作战士气不担心客场作战士气不担心

权健目前在中超联赛 7 胜 6 平 12

负积27分排名联赛倒数第四。不过让

人感到安慰的是，尽管上轮比赛客场2

∶3输给了山东鲁能，但权健球员在场

上展现出了极强的斗志，如果不是运

气不佳，比赛中3次击中门框，权健很

有希望从客场带回3分。也因此，尽管

明日还是客场作战，但权健球员的士

气不会让人担心。球员方面，在结束

了国家队的比赛后，权健队中的国脚

张鹭、赵旭日、刘奕鸣等人也及时返回

了球队，随队备战周末的联赛，他们也

希望利用短暂的时间和新帅进行沟

通。据了解，权健在与申花一战前还

收到了一个好消息，此前身体有伤的

两名边后卫张诚和糜昊伦伤势已经无

碍，只要教练同意，他们可以在与申花

一战中登场。另外，考虑到上海申花

目前积33分已经完成保级，正处于无

欲无求的状态，此役权健只要拼尽全

力，从上海滩带走分数并不是奢望。

根据赛程，天津权健与上海申花

的比赛将于明日19时35分开打。

《非洲遇见你》今开映
崔燕：聚焦年轻人成长

郭靖宇导演并编剧的年代传奇大戏《娘道》登陆北京卫视播出后，强势坐稳卫视收视
宝座。尽管有一些年轻观众认为《娘道》不够时尚，似乎是一部定位为“中老年观众群”的
剧集，不过强大的收视份额也让这部戏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其中，岳丽娜饰演的女主人
公“柳瑛娘”无疑处在话题中央。柳瑛娘坚守的忠孝节义是否过时？岳丽娜不仅是女主
角，更是导演郭靖宇的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同时还担任了该剧的出品人。事实上，从
《铁梨花》到《打狗棍》，再到《娘道》中挑大梁，尽管采访中岳丽娜不断表达着“更愿意在家
带孩子”，但她在“郭家班”中的重要性却越来越强。日前，本报记者对话岳丽娜。

多重身份 完美演绎

权健韩籍新帅明日亮相

客战鲁能不易 泰达形势趋紧

朴忠均在亚冠中曾与权健交手朴忠均在亚冠中曾与权健交手

《李娜》开机悬念待解
陈可辛启动新作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昨日，由天津市文学

界艺术界联合会、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政协

天津市津南区委员会、天津画院、天津市美术家

协会主办，滨海新区美术馆、津南区文体局承办

的“史振岭花鸟画作品展”在新区美术馆四层展

厅开展。展览展出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美协会员史振岭的80余幅作品，以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展览将持续至10月31日。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昨日，记者从滨海

新区图书馆了解到，为进一步满足读者的个性

化阅读需求，激励市民多读书、读好书，推动书

香滨海建设，滨海新区图书馆将在塘沽新华书

店、汉沽新华书店、大港新华书店举办“你选

书，我买单”活动，活动从10月20日持续至12

月10日，读者可前往挑选图书。“你选书，我买

单”活动面向滨海新区图书馆注册读者举行，

未注册读者持个人身份证在馆内自助服务设

备上激活即可作为读者证，开卡无需押金。

读者可以在3个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挑选自己

想读的书，到店里指定的服务台咨询，只要符合

规则条件即可办理借书手续，选书人无需支付购

书款。选书视为在滨海新区图书馆借书，数量计

入借书数量，且每位读者最多可选书2册。

此次活动不包括以下类型图书：定价超过

60元的；教辅教参及考试类，少儿手工、涂鸦，

地图、工具书，活页装帧、线圈装帧、立体书等

装帧形式特殊的；馆藏复本超过3册的；2015

年以前（含2015年）出版的图书。活动将持续

到12月10日闭店，或选书码洋总额达到10万

元时活动即停止。读者阅读完图书后，可至滨

海新区图书馆中心馆区第一服务台归还。

快来选书
新区图书馆买单啦

花鸟画佳作新区亮相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上新了·故宫》将播
每期推出一个文化衍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