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

收获的

视觉 10

《勤奋的摄影人》

《收获奖牌后的喜悦》

《当代盐工》

金黄的麦穗，雪白的盐，火红的柿
子挂满枝头……日前，由滨海时报社、
滨海新区摄影家协会、泰达绿化集团有
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泰达绿化杯
“爱滨海·拍不停”摄影大赛结束了十月
评选，一幅幅以“收获”为主题的摄影作
品赏心悦目，最终 19 幅作品荣获月度
优秀奖。
十月是个收获季，秋收的画卷在新
区大地渐次展开。十月初，组委会发布
“收获”主题，诚邀影友投稿。或许是我
们身边有太多的收获值得珍藏，自从主
题发布后，先后有 60 多位影友踊跃投
稿，上交 200 余幅作品。金色麦田、盐
花漫舞、鱼跃池塘、玫瑰飘香……丰收
的喜悦尽情地洋溢在每个画面中。除
了累累硕果，还有卓越成绩，我们看到
了夺魁的笑容，也感受到了背后的滴滴
汗水。这一瞬间，都被镜头永远定格，
成了精彩画面。
本月作品较多，难取舍，组委会精
挑细选出了 19 幅佳作，评定为月度优
秀奖。月度优秀奖获得者可获得 200
元奖励，在大赛年度颁奖仪式上与年
度佳作奖一并颁发。同时，月度优秀
奖作品将入围展览和年度佳作奖评
选 ，年 度 佳 作 奖 每 幅 作 品 奖 励 3000
元。第二届泰达绿化杯“爱滨海·拍不
停”摄影大赛将持续至今年十二月，每
月进行月度评选。已经结束的十月主
题赛作品评选截止时间为 10 月 29 日 24
时，之后投稿的作品自动纳入下月参赛
作品评选范围。
本周二，十一月主题“秋意浓”已经
发布。在这浓浓秋意里，希望热爱生活
的影友们继续支持赛事，创作出优秀作
品，积极投稿参与评选。此外，除了扣
题作品，也欢迎非月赛主题作品。同时
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扫码加入“爱滨
海·拍不停”微信群，与志同道合的朋友
共同交流。组委会还将不定期举办深
受影友们欢迎的采风活动与摄影沙龙，
邀请专家讲解摄影知识，前往多地采
风，
为影友们搭建更广泛的交流平台。
记者 许卉 本版策划 贾成龙

《枫叶红了》

《秋色映湿地》

《硕果累累》

第二届泰达绿化杯
“爱滨海·拍不停”
摄影大赛十月月赛获奖名单
《飞霞筑梦》 ………… 吕世森

《当代盐工》 …………… 惠明

《出锅啦!》 ………… 邵旭光

《夺魁的喜悦》 ……… 吕世森

《今年又是好收成》 … 王广荣

《枫叶红了》 ………… 马瑞秀

《金蛇狂舞收银盐》 … 张忠民

《金色麦田》 …………… 陈涛

《满载而归》 ………… 杨同江

《秋色映湿地》 ……… 钟宁林

《秋季渔歌》 ………… 王英兰

《收获奖牌后的喜悦》 卢鸿雁

《硕果累累》 ………… 李振菊

《晚归》 ……………… 陆会廷

《勤奋的摄影人》 …… 刘宝来

《鱼跃霞飞庆丰祥》 … 杨志佳

《盐花浪漫》 ………… 董玉祥

《拥抱夕阳》 ………… 田永萍

《玫瑰飘香》 ………… 王洪专
《飞霞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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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能量有限 不容挥霍
小女人也是大商人
有场面更有情面
《正阳门下小女人》的主要故事线索就是
女性创业，田海蓉饰演的陈雪茹，力压哥哥成
为了绸缎庄的继承人，
并将家族产业打理得风
风火火，而从与苏联人合作，到去香港寻找商
机，
她的商业才能不容小觑。
时报：她作为一位女老板，后来又成长为
女性创业者，可以说才华非常出众，您怎么看
待陈雪茹的商业头脑？
田海蓉：她是个有文化有涵养的女人，也
是个真正的大商人。作为绸缎铺的老板，
做这
门生意的门槛是比较高的。最初他们家是真
正意义上的民族资本家。后来公私合营、市场
经济，她的嗅觉也都非常敏锐，当时第一个去
香港，做个体经济连锁店、国际贸易。可以说
陈雪茹的创业史伴随了新中国的成长。
时报：
有观众认为她挺泼辣的，
您认可么？
田海蓉：我觉得泼辣这个词儿不准确，她
是那种要场面也有情面的女人。比如一开始，
徐慧真的小酒馆开张，
她就带着两个苏联人来
捧场。我来给你捧场，还带着外国人，给你撑
场面，但来了她也要做焦点，就是你牛，我捧
你，但我也不服。这部戏好看就在于，小酒馆
作为一个切入点，
两个女人的一台戏。
时报：不过婚姻上，陈雪茹经历了三段婚
姻，第一任丈夫有外遇，第二任丈夫卷走了所
有家产，直到第三段才好起来，您怎么看待她
的三段婚姻？
田海蓉：大多数女人在爱情上都有弱点。
但前两任丈夫的离开其实没有打垮她，
毕竟陈
雪茹是在商场上历练过的女人，
所有痛苦和难
受之后，
她都能迅速恢复理智。至于第三任丈
夫范金有，一开始她是真看不上，觉得范金有
业务上不行，但范金有后来帮她追回了财产，
她发现范是有缺点，但内心不坏，俩人就在一
起了。
时报：
如果按照世俗的眼光和当时的时代
背景来看，
经历三次婚姻的陈雪茹会背负很重
的心理负担，但她却处理得很好，丝毫不惧人
言。您怎么看？
田海蓉：我觉得陈雪茹是很纯粹很干净的

书香滨海 全民阅读
宋立林新区说
“礼”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11 月 7 日晚，由滨
海时报社、泰达图书馆主办，先锋阅读营、王
玉兴书友会承办的“生活世界中的礼乐文明”
主题讲座在泰达图书馆五楼报告厅举行，曲
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宋立林
为新区读者分享他对礼乐文化的理解。据了
解，
此次讲座是“书香滨海·全民阅读”
系列活
动之一。

不赞同完全恢复古礼
《晚归》

宋立林认为，礼有三层含义：就社会而
言，
礼代表秩序；
就个人而言，
礼代表教养；
就
心灵而言，礼还蕴含着信仰。
“礼的根本精神
在于
‘敬’
，
是一种尊重，
表达了人们对和谐秩
序的渴望，
对高贵素养的追求，
对终极价值的
敬畏。因此，人生在世就必须学礼、知礼、守
礼。
”
对于古代礼乐文化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
作用，
宋立林不赞同完全恢复古礼，
而是创造
一种既有古礼的内涵，又符合现代社会的新
形式，
将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起来。

《拥抱夕阳》

挖掘传统中超越时空的内涵
《夺魁的喜悦》
《金蛇狂舞收银盐》

《出锅啦!》

《秋季渔歌》

《金色麦田》

广告

周六 10:00-11:30，空港经济区文化中
心举办亲子绘本阅读“学会感恩”，
将带领孩子
们了解感恩节习俗，分享绘本故事《感谢的味
道》。活动限额 30 组家庭，读者可在文化中心
一楼少儿阅览室凭少儿读者证领取入场劵。
周六 14:30，滨海新区图书馆 420 报告
厅将举办“翰墨飘香，书诗笔会”趣味书法大
赛，邀请各年龄段的书法爱好者展现书法才
艺，
创作优秀作品的参与者将获得图书馆提供
的精美礼品。
周日 19：00，泰达图书馆周日沙龙“学
经典读《论语》”将在图书馆四楼会议室举行，
活动将进行导读和书友分享等环节。
时报记者 范炳菲
▲

《盐花浪漫》

《满载而归》

■ 周末文化资讯

▲

《今年又是好收成》

《玫瑰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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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十九年，田海蓉塑造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
出道十九年，
田海蓉塑造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
，
从《黑冰
黑冰》
》
中的“蛇蝎美人
蛇蝎美人”
”刘眉到《女人不哭
女人不哭》
》中贤惠坚韧的章子君
中贤惠坚韧的章子君，
，再到
如今江苏卫视《正阳门下小女人
正阳门下小女人》
》中的绸缎庄老板陈雪茹
中的绸缎庄老板陈雪茹。
。不同
于徐慧真的八面玲珑，
于徐慧真的八面玲珑
，陈雪茹性格中张扬的一面
陈雪茹性格中张扬的一面，
，
让她的每次出
场，都是风姿绰约糅合了豪爽真性情
都是风姿绰约糅合了豪爽真性情。
。作为书香门第的富家小
姐 ，将生意从绸缎庄做到星级酒店
将生意从绸缎庄做到星级酒店，
，情感上经历了三段传奇婚
姻 ，陈雪茹的存在也成为《正阳门下小女人
正阳门下小女人》
》中的一代传奇女
子。日前
日前，
，本报记者专访到田海蓉
本报记者专访到田海蓉。
。
时报记者 王晶

《滨海时报》将定期邀请一些文体圈里有故事的人，
让他们
和记者坐下来 ，
拨开喧嚣与骚动 ，
屏气凝神 ，
认真分享或往者可
鉴，
或来者可追的一些经历 、
一些心得 、
一些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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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辈子天天一个样，都是一日三
餐，慢慢就会麻木，所以必须划出很多节点
来，比如二十四个节气，到 18 岁成人了，有成
人礼，结婚了有婚礼，生孩子有百岁礼，人生
每个节点都有一个
‘礼’
告诉你人生这个阶段
的意义是什么。”宋立林认为，中国古代的礼
是有深意的，礼乐文明不能照搬，
“要因革损
益，所谓因革损益就是要有变，孔子说过，
‘礼，时为大’，不同的时代，社会生活方式发
生变化了，礼的形式就要发生变化。”宋立林
说，
一定要琢磨透它然后再转化，
要在尊重传
统的过程中挖掘出传统中精髓的、超越时空
的内涵。
时报记者 范炳菲

演员么？
田海蓉：一旦我坐在化妆间里边，开始化
妆了，这个时候我就不是我了，就那一刻其实
我就是已经进入人物的状态了。不过一旦杀
青，我会很快从角色中抽离出来，不会人戏不
分。从认知、分析角色，
到开拍演绎角色，
再到
杀青后立刻抽离角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专业演
员的基本素养。
时报：您从影以来，拍过的角色好像没有
不接雷同的角色
重复的，
戏路很宽，
但同时也在不断颠覆自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戏标准呢？
不能挥霍自己的艺术生命
田海蓉：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我就悄
悄给自己订下了一个规矩，不接雷同的角色。
田海蓉二十五岁时就获得“小百花”最佳
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门槛其实非常高，不夸
女演员奖，
作为一个颜值与实力同样出众的女
张地说，好演员都是在用生命表演，而一个人
演员，
田海蓉也是名副其实的演技派。
《正阳门
的能量密度，
总归是有限的。任何人的能量都
下小女人》中的精彩表演让她收割了不少热
是有限的，
不能挥霍自己的艺术生命。人生是
度。尽管角色有着近 40 年的时间跨度，不过
要活一世的好，不是一时的好，这不仅是说陈
对于田海蓉来说，
这次表演过程的挑战性让她
雪茹，
也是我自己。
感受到了很大的创作快感。陈雪茹这个角色
时报：在《正阳门下小女人》之前，您也有
其实很难演，虽然经历了这么多风浪，但不能
一段时间没有拍戏，但看得出来，无论外形还
垮掉，但也不是内刚外刚的女强人，拿捏好其
是精神状态，都很在线，平时休息的时候不放
中的度，
颇为不易。
时报：
《正阳门下小女人》是一部京味剧， 松一下么？
田海蓉：我觉得我的状态没有区别，其实
从公私合营开始串联起老北京几十年的风雨
为了保证一个激情的创作状态，作为演员来
变迁，
作为一个安徽人，
怎么把握京味？
说，
让自己的身心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是我们
田海蓉：我觉得做演员一定要多看书，多
的职业道德和操守。演员有很多种，
有的是本
积累，做演员不是说随便给个角色，凭着感觉
色演员，
但是我更喜欢自己做一名演技派的演
去演。这个人物的经历十分丰富，
她在南方腔
和北京腔之间来回切换，什么时候是北京话， 员，我不能说只演我这个年龄段的，演年轻的
演不了，
演老年演不了，
只找合乎年龄的，
那不
什么时候是南方话，都需要仔细琢磨，根据人
行，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物不同的状态进行调整来符合这个人物特点
时报：
您除了表演，
之前还转型了制片人，
和语言的特点。因为陈雪茹经常要和苏州绸
制片人是不是比演员难做多了？从制片人的
缎商做生意，
所以口音中也会有些南音。肢体
角度，
您对哪种题材的作品会特别感兴趣？
上那个时代人更讲究，
吃有吃相，
站有站相，
坐
田海蓉：做制片人比做演员真的辛苦很
有坐相，
这都是很必要的。
多，剧组中事无巨细，所有行当都要精通。从
时报：陈雪茹从年轻到中年这个阶段，声
抓剧本开始，到演员选择，不仅要选贴合角色
音的变化也很细腻，
是您的原声么？
的，还要有演技有实力。还有美术部门、后期
田海蓉：都是我的真声，其实影视作为声
成片，
就像张罗一桌饭一样。我对女性题材很
画的艺术，
声音的表现力对于演员来说是尤为
感兴趣，尤其是情感类的，因为人生就是各种
重要的，这个戏从 20 多岁演到五六十岁，每个
情感的交流，
《正阳门下小女人》就是好戏的典
阶段的声音都有些微不同。有一次，
无意中听
范，40 年的较劲。人间百态都看清楚了，是大
到剧中的原声，竟然没认出来自己的声音，把
社会的缩影，最终传递的是善念和正能量，这
我自己都骗了。
样的就是好戏。
时报：您是那种进入角色，就会出不来的
女人，不拖泥带水，认定了就会去努力。遇到
不好的，
我接受、处理、放下，
接受一切好的，
享
受当下，这样的女人值得更好的爱情与生活。
她特别真实、自如。现在的人活得自如的太少
了，
大家都活得太拘谨，
不敢做真实的自己，
害
怕别人的指指点点。陈雪茹的自信永远是扬
在脸上的，
我的爱情我做主，
我的事业我做主，
我的人生我做主。

横扫辽宁女排 天津女排收获赛季开门红

盈莹很稳定 新人很亮眼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昨日，20182019 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
精英赛全面拉开战幕，天津女排在辽宁
营口鲅鱼圈赛区迎战 A 组首个对手辽
宁女排。面对主场作战的辽宁队，天津
女排毫不手软，连胜 3 局横扫对手，斩
获赛季开门红。

一 传 被 冲 击 非 常 严 重 ，孟 子 旋 、外 援
克兰切维奇都出现了一传失误，球队
一传体系中仅杨艺表现稍微正常，天
津队一度落后对手 6 分。随着队员逐
渐适应了场上的氛围稳住心神之后，
很快就发现辽宁队原来也没几手，尤
其是当她们一传接得不到位的时候，
因为只有段放这一个强攻点，所以进
攻火力比较弱，天津队凭借拦网优势
很快扳回了局势。

时报讯（记者 陈彤）客场对阵上海
哔哩哔哩队前，天津荣钢男篮主帅武贾
尼奇赛前强调“本土球员要发挥”。昨
晚时德帅、刘帅“二帅”都各拿了 20 分，
徐磊也进账 12 分，这是赛季开始以来
天津本土球员最好成绩了，而且天津
队还首节打出来一个反客为主的爆冷
比分，但这一切都没能让天津队最终
扳倒强大的上海队，在 CBA 第 9 轮以
110∶123 失利。

后劲不足 荣钢男篮不敌上海

发球很有攻击性，天津队落后对手 6 分
的时候，正是她用发球率先冲了出来，
压制住了对手的一传，遏制了段放的进
攻，帮助天津队缩小了与对手的比分差
距；其三，天津女排今年引进的外援克
兰切维奇的确是经验丰富，当她首局发
现自己因为身高不占优势强攻会被拦
时，马上就改重扣为吊球、打手出界，方
辽宁露露头 原来没几手
式改变了，进攻也就顺畅了。另外，她
辽宁队的阵容较之以前有了一些
在适应了中国联赛的氛围后，一传发挥
改变，阵中不见了老将王一梅和副攻
也逐渐正常，帮助天津女排守住了一传
李雅楠很拼 外援经验丰富
颜妮，辽宁主帅赵勇安排两名小将林
生命线。25∶18、25∶17，天津女排再胜
芯羽和王路加进入首发阵容。昨日
天津女排昨日首局之所以能够在
两局后赢下对手。
一战，辽宁队在用强力发球冲击天津
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以 25∶23 赢回来，
“第一天打比赛大家有些拘谨很正
女排一传的同时，依旧坚持自己能打
主要得益于三点：其一，经过世锦赛历
常，这种比赛很残酷，我也跟大家说了，
多快打多快的战术风格，只要一传到
练的李盈莹尽显大将风范，发挥稳定， 这有点像全运会预赛，7 支球队有 3 支
位，二传丁霞坚决组织 2、3 号位快攻， 出手果断，再困难的球到她这里也能下
进不了前八。”赛后，天津女排主帅陈友
不过由于副攻王路加实力有限，昨日
球，所以天津队士气没有被打垮，而最
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 上来辽宁
辽宁队 3 号位快攻打成功的次数不
终她也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 20 分；其
队发挥不错，发球冲击了我们，但大家
多，胡铭媛的 2 号位跑动进攻倒是发
二，顶替因伤缺阵的王宁出任首发副攻
在落后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后面还要
挥稳定。首局比赛一开始，天津女排
手的小将李雅楠敢打敢拼，尤其是她的
好好准备，
比赛才刚刚开始。
”

此役天津队败在整体实力确实存
在差距，外援抢分力度也不及对手，上
海队弗雷戴特 38 分，斯科拉 30 分，天津
队阿尔德里奇 21 分，
罗切斯特 22 分。
天津队充分利用了双外援优势打
出疯狂第一节，内外线进攻都运转顺
畅，阿尔德里奇和时德帅连续得分，罗

切斯特和孟祥龙三分有手感，天津队 31
∶15 首节大胜。但随后的两节比赛中，
上海队开启了追分模式，张兆旭和斯科
拉继续内线得分，弗雷戴特三分球持续
开火，天津队的优势渐渐失去，最终上
海队在第三节用一轮强力攻击波锁定
了胜局。

新作《人间·喜剧》
艾伦“发扬”
英“怂”主义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艾伦、王智、鲁诺、
任达华等人主演的喜剧电影《人间·喜剧》作为
今年贺岁档的“排头兵”，即将与观众见面。
与以往塑造的角色不同，艾伦透露自己此次
饰演的濮通将在各种倒霉遭遇中凭着认怂
不认输的英“怂”精神，一路闯关，最终逆袭，
“生活中充满着磨难，未必人人都是英雄，演
绎怂人怂事，也能让观众体验一场笑料不断
的酣畅之旅。
”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艾伦的搭档，此次王
智也将一改此前温柔娇媚的形象，气场全开，
变身性格果敢、说到做到的辣妻，为影片增添
一抹帅气的魅力。

众主演秀画功
《武林怪兽》露真容
时报讯（记者 王淞）刘伟强新作《武林怪
兽》自宣布定档以来引发外界持续关注，腾格
尔的主题曲更是刷爆各大网络平台，
但片中的
怪兽形象至今却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近日，
影片发布全新“怪兽大猜想”特辑，由古天乐、
陈学冬、郭碧婷、周冬雨等几位主演通过自己
的画笔展现出了片中怪兽的形象。
其中，古天乐画出的怪兽自带气场，眼神
犀利，看起来就不好惹；陈学冬画的怪兽身形
敦实，
头顶胡萝卜喜感十足。郭碧婷和周冬雨
明显对怪兽开启了萌系滤镜，
前者给怪兽身边
画上了粉色小心，
周冬雨笔下的怪兽耳朵则大
得不成比例，
古灵精怪。王太利、潘斌龙、孔连
顺等主演的怪兽画像更是花样百出，
牵动了观
众更深的好奇之心。

《名侦探柯南》今日开映
升级打造“最烧脑”案件
时报讯（记者 王淞）从今天开始，第 22 部
柯南剧场版《名侦探柯南：
零的执行人》就将登
陆中国内地院线。相比以往，
该片无论在动作
场面，还是剧情和主角阵容上都有所升级，错
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多对 CP 的感情线更为
影片增添了不少看点。
作为科技含量连年攀升的剧场版系列，
本
集故事在高科技犯罪的设定上再次创新，
“物
联网”
这一全新概念被引入影片之中。而在案
件上，
此次也从简单的凶杀案演变为更复杂的
权力争斗与制衡，随着案件的深入，司法和执
法机关也会被牵扯其中，
司法的公正和公信将
陷入质疑，
这无疑让案件真相和争议的探讨变
得更为“烧脑”。

《声临其境 2》导演徐晴：
“不考虑流量明星”
时报讯（记者 王晶）湖南卫视今年推出的
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作为一部高评分
高收视的文化类综艺节目，
成为国内原创综艺
的一次成功试水。在节目专题研讨会上，
总导
演徐晴透露，
《声临其境》第二季节目已开始筹
备，预计明年一季度登陆荧屏，节目还将首次
引入方言配音。
作为专业配音演员，边江曾为钟汉良、陈
伟霆等多位演员配过何以琛、张启山等经典角
色，
更因《声临其境》中的精彩表现而走红。他
表示，
自己当初考北京电影学院也是为了进入
表演系，没想到阳差阳错地被表演配音班录
取。对于配音行业，边江坦言：
“ 每个人想拍
戏，都是想体会不同角色多样的人生，但后来
我发现这对于配音演员来说同样能做到，
并且
演员需要用三四个月感受一个角色，
配音演员
可能一个星期就能体验得淋漓尽致。
”
演员范明
则认为配音考察的是基本功，
且《声临其境》中
没有第二次机会，其实一点差错都不能产生。
此前，
国产综艺版权大量依靠进口，
不仅需要花
费不菲的引进费用，
更面临不少水土不服的文
化差异问题。近几年，
各大卫视自主研发节目
版权也逐渐形成趋势，个中探索也是有得有
失。
《声临其境》作为原创版权中较受认可的一
部作品，
总导演徐晴也透露了创作心得：
“我们
没有人设，
全部让演员展示真实实力，
单纯的流
量明星最开始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