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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整个赛季面对诸多压力

2018-2019赛季，天津女排面对了巨

大的压力，首先就是人员。赛季初，杨艺

肩部伤势没有痊愈，主力副攻王宁因伤赛

季报销，王媛媛治疗完受伤的膝关节没多

久，天津女排不得不用从来没在联赛中登

过场的小将李雅楠出任主力副攻；李盈莹

的对角、17岁小将王艺竹稚嫩的肩膀尚

难以扛起主攻重担，天津队只得在开赛前

引来了外援科舍维奇，外援是来了，但与

队伍磨合时间不够，天津队又是边打比赛

边磨合。

时间的紧迫性对于天津女排来说，更

体现在半决赛之后。由于联赛官方

把总决赛的时间提前了一周，从 2

月 26日与江苏队的半决赛第四场

比赛，到3月9日与北京队的总决赛第三

场比赛，天津女排在短短的12天时间里

连续打了4场高强度比赛，这4场比赛总

共打了 18局，由于其中不乏局分26∶24、

27∶25、29∶27这样残酷激烈的单局争夺，

除了最后一场比赛，其余3场比赛每场的

时间都超过了2个小时。在总决赛结束

后，连北京队主帅张建章都感叹天津女排

的坚韧不拔，“天津队是非常难打的一支

队伍，这个队伍有底蕴，是来自于她们几

代运动员的努力。”

盈莹和媛媛成长为悍将

排超元年，天津主攻李盈莹横空出

世，凭借出众的排球天赋和场下坚持不懈

的努力在中国排超联赛中打出了自己的

威名。2018-2019赛季，李盈莹进一步成

长为了天津女排的核心，单赛季轰下602

分，位列联赛球员得分榜第一位，在联赛

后期外援科舍维奇进攻受阻严重的情况

下，她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天津队主

攻线进攻的重担。除此之外，李盈莹本赛

季还主动参与接一传，整个赛季142次接

一传 73次到位，到位率超过 50%。尽管

已为球队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在球队不

敌北京后，李盈莹还主动揽责，“在关键分

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做得还不够好，我

觉得自己的表现还是有起伏。”

“李盈莹从国家队回来后，技术和心

理上都有非常大的进步。”而除了李盈莹，

陈友泉对于副攻王媛媛的表现也很满

意。在国家集训队中受伤归来后，王媛媛

在伤势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就代表

天津队走上了赛场，尽自己的全力帮助球

队，尤其是最后的总决赛，三战贡献 45

分，其中包括17分拦网得分，可以说在中

路为天津女排筑起了一道钢铁城墙。

联赛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之前的中国女排联赛，本土球员进行

国内俱乐部间转会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事

情，但近两个赛季，中国排协出台的相关

球员临时转会政策，终于搅动了转会市场

这潭“死水”，尤其是在打进4强之后，各

球队都希望引进内援来补强自己的短板，

而没有打进4强的球队则希望利用水平

更高的比赛来锻炼自己的队员。上个赛

季的天津、上海、江苏，以及2018-2019赛

季的天津、北京、上海等强队都引进了内

援，其中2018-2019赛季北京队引进的国

手丁霞和王梦洁更是在球队夺冠的道路

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可以预测，今后联赛球员转会市场

将会更加开放，球队想要夺冠会更加困

难，除了有雄厚的资金作为基础，自身力

量的增强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拿天津女

排来说，想在今后的联赛中继续冲击冠

军，必须要抓好年轻球员的训练，抹平替

补球员和主力球员之间的实力差距，使

得每名球员都有登场一战的实力。“咱们

的年轻球员在把握关键球的能力上还有

欠缺，保障环节也还要做得更好，包括一

传、二传、拦网等多个方面，球队发挥有

起伏，我们会认真进行总结，努力提高。”

陈友泉说。 时报记者 宋鑫鑫

两轮比赛踢罢，中超进入间歇期。

倍受期待的瓦格纳在中超第二轮

首发出场，但德国锋霸没有带来惊喜。

稍显意外的是中后卫巴斯蒂安斯有两

次插上反倒突然激活了进攻，德国后卫

成进攻亮点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需要

泰达队在间歇期里总结、研究一下。

老乡见老乡，门前来一枪
巴斯参与进攻，还和瓦格纳产生化

学反应，两个德国大个子在进攻上达成

默契。与恒大队比赛的第 37分钟，巴

斯从后场衔枚疾走直达前场，分球到右

路，快速插禁区，这时候的进攻形势相

当不错，泰达队禁区里有瓦格纳、巴斯

两个高点，只要球起来就有威胁，可惜

在边路拿球的谭望嵩，这样一个简单任

务就是无法完成，传中球打在了对方球

员的身上弹下。71分钟，泰达队全场最

有威胁的射门出现了，又是巴斯大幅度

压上，这一次因为雷永驰的传中相当

准，瓦格纳轻松第一点完成头球摆渡，

第二点完全进入快速插上的巴斯肢体

控制范围，而且躲开了出击的曾诚，只

要碰上就可以直接得分了。当然，结果

有点遗憾，巴斯没碰到球。

传中要传准，间歇期抓紧
巴斯两次冲上前线都创造了威胁，

尤其是第二次差点儿直接变身“支前模

范”，需要注意到的，是两次突然形成的

进攻，都凸显出泰达队对传中质量的渴

望。在季前热身赛上来看，泰达队多是

坚持主打中路传控的战术，下底和 45

度传中极少，瓦格纳屡屡回撤到前腰的

位置上接球、做球，看上去是他在努力

将就球队，而不是球队在激发他的特

点。热身赛上出现的这些尴尬表现，在

对阵恒大的瓦格纳中超首秀中，原盘照

端了过来。

从目前中前

场球员两轮比赛

的 表 现 看 ，买 提

江、赵英杰、张池

明都明显没有把

支前的担子挑起

来。目前来看，做

得最好的是出场时间不多的郭皓和雷

永驰，惠家康、荣昊暂时没有出场，希望

间歇期之后，施蒂利克调配好中场解决

好传中问题。 时报记者 陈彤

时报讯（记者 王晶）近年来，歌手杨坤

除了发行新歌和开演唱会，很重要的工作就

是在各类音乐类节目中担当导师、带新人。

今年他出现在了《歌手》的舞台，尽管经历过

排名不佳的窘境，但在十周的比赛中三次拿

下周冠军的成绩也让歌迷们看到了风格更

加多元的杨坤。随着节目进入高潮阶段，昨

天下午本报记者也采访到杨坤本人，对于音

乐，他直言“越简单的歌越能打动人心”。

小众音乐直指人心
上周杨坤献唱了彝族歌手 JIHU（吉

胡）的原创作品《长子》，第二期节目中演唱

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则来自另一

位彝族创作人莫西子诗，选歌时为何特别

青睐大凉山的音乐人，杨坤说：“这些小众

音乐人的歌词特别有力量，简单朴实。但

我觉得越简单的歌儿，越能够打动人心，越

朴素的演唱，越能直指人心。我也希望能

够把这些小众音乐人的作品介绍给大家，

毕竟他们内心的想法还是跟主流的一些流

行歌手完全不一样。”

自封“榴莲”否认油腻感
杨坤上期节目中惊艳而安静的表现，

不仅让他拿下周冠军，更有很多观众评论

少了“油腻感”。对此，杨坤直言：“其实我

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油腻过。可能有一些朋

友看到我的表演会觉得像榴莲一样，喜欢

的人就很喜欢，讨厌的人就比较讨厌。但

我也在从每一期的网友的评价中总结自己

的演唱。”尽管对淘汰、名次等成绩已经不

太计较，但适度的敬畏感同样能够成为他

比赛的动力，杨坤告诉记者：“这个舞台带

给我最大的意义，除了唱一些没有尝试过

的歌曲，就是让自己找到了紧张感，我已经

好多年没有这么有压力地努力过了。”

作为一部引爆破圈层热议的都市

话题剧，由姚晨、郭京飞、姚晨、李念、倪

大红、高鑫、张晨光、彭昱畅等实力派演

员主演的《都挺好》登陆浙江卫视开播

以来不仅收视破1，剧集话题近十亿的

阅读量与豆瓣8.5的高口碑都让这部剧

成为2019年第一部现象级话题剧。尽

管没有流量演员也不是大投资之作，但

《都挺好》中探讨的诸多扎心话题涉及

了中国式原生家庭的种种困境，其在人

设上的创新突破同样可圈可点。

剧名《都挺好》，但全家却没有一个

人省心。开篇苏母去世揭开了苏家一

系列深层次矛盾的序幕，作为一名“妻

管严”，倪大红饰演的父亲苏大强几十

年来战战兢兢，而妻子的突然去世则让

苏大强突然没了压力，进而开始了作天

作地模式，这一强势母亲与压抑父亲的

模式在很多家庭中屡见不鲜。高鑫饰

演的大哥苏明哲是精英学霸，久居海

外，对于国内父亲的问题没有主见和

原则，只知愚孝、太爱面子，导致自己

的小家岌岌可危。郭京飞饰演的妈宝

男苏明成则争议性最强，油嘴滑舌又

啃老，还是月光族，但他对妻子却很

好。全剧中的女主角，姚晨饰演的苏

明玉一角则直击很多中国家庭中重男

轻女的落后思想。在不少观众看来，

“一家皆奇葩”也成为苏家原生家庭的

真实写照，其中点出的深层次问题带给

观众强烈代入感。

家庭剧向来是最受观众欢迎的题

材之一，与《双面胶》《咱们结婚吧》等同

类剧集聚焦婚恋、婆媳矛盾、买房置业

等话题不同，《都挺好》在展现家庭生活

中矛盾冲突的同时，切入角度更为犀

利，对人物完整性和成长性的刻画也更

为精准，甚至不乏挑战性。比如，倪大

红饰演的父亲苏大强可谓苏家诸多糟

心事发生的“引擎”，不仅对子女提出很

多不合理要求，贪财又吝啬，也没有边

界意识。《都挺好》制片人侯鸿亮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都挺好》没有粉饰太

平，没有按照过去传统的伦理道德令父

辈的形象高高在上，而是让我们真正

看到我们家庭的矛盾，真正看到我们

自身的问题。”同时，除了“作爹”苏大

强，愚孝的苏明哲、妈宝的苏明哲，敏

感又逞强的苏明玉等角色身上，都有

着鲜明的性格缺陷。但也正是这些缺

陷，让更多观众产生强烈情感共鸣，导

演简川訸则表示，“我们生活中各种各

样的家庭，不光是阳春白雪，一定会遇

到‘一地鸡毛’”。 时报记者 王晶

作为本月电影市场最重量级的一部作品，

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惊奇队长》于上周末开始

登陆包括中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线。在

中国内地，该片上映三天一举拿下5.95亿元票

房，成为首周末票房仅次于《美国队长3》的漫

威宇宙单人电影。不过，相比于“开挂”般的票

房，其口碑却非常一般，有观众甚至评价该片

为漫威宇宙做工最偷懒、态度最敷衍的一部作

品。那么，《惊奇队长》为何仍旧能够成为市场

宠儿呢？这似乎还要从多个方面分析。

新故事俘获新观众
最近十余年，漫威超级英雄电影在内地积

累了庞大的粉丝群，但相比于其它好莱坞商业

大片，漫威宇宙单人电影的市场表现一直是不

温不火，几亿票房稳稳当当，10亿却成了难以

突破的天花板。迄今为止，仅有2016年的《美

国队长3》拿下12.43亿票房，可这背后却是钢

铁侠、冬兵、黑寡妇、幻视、蚁人、蜘蛛侠等一众

超级英雄集体加盟所赐，很多观众都将其看做

了《复仇者联盟2》的延续。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显然，

漫威宇宙故事过强的连续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

问题。虽然在大多数影片上映前片方都会一再

强调“独立性”，但从豆瓣、时光网等国内电影评

分网站的观众反馈来看，当错过几部系列作品

后，通常都会对随后的观看产生影响。人物不

熟悉、剧情不连贯，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更多

观众走进影院。可相比之下，《惊奇队长》却因

为其剧情架构“被动”抹平了这一问题。

首先，这是惊奇队长的首部单人作品，在

此前的漫威电影中她也并未正式亮相，因此在

片中自然会有更多的铺垫过程，这让普通观众

更容易接受角色。其次，在时间线上，该片的

故事发生在几十年前，不仅早于复仇者联盟成

立，甚至早于除去第一部《美国队长》之外的所

有漫威电影宇宙作品。

档期“红利”有待检验
对于不熟悉超级英雄故事的观众来说，或

许无论如何都会把《惊奇队长》主人公卡罗尔·

丹弗斯和女性联系到一起。但事实上，她却是

一位如假包换的女性，而该片也是漫威电影宇

宙中第一部以女性超级英雄为主角的单人作

品。于是，结合其与系列前作联系不大的剧情，

以及三八妇女节的上映日期，业内也有部分人

士认为是女性观众助力了影片的票房成绩。

但遗憾的是，国内目前并没有关于观

众性别的详细同级数据，这个说法的正确

与否无法验证。不过，从以往三八节档期

的市场反馈来看，《惊奇队长》是否借

助了档期的“红利”仍有待检验。

事实上，分析近十年三八

节档期的发展不难看出，其

轨迹一直呈下滑曲线，2012

年三八节档期最为火爆，将

近十部相关题材影片扎堆

上映，但最终票房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这直接导

致的后果就是业内对这一档期的关注持续降

温，最近两年带有女性特征的影片已经寥寥无

几。那么，到底是《惊奇队长》重新带热了三八

节档期，还是误打误撞的意外收获呢？这或许

还要等待时间的检验。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王淞）于第69届柏林国际

电影节斩获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双奖的电影《地

久天长》日前在京举行媒体见面会，宣布3月

22日正式上映。《地久天长》全长175分钟，将

近三个小时，这样的长度不仅对院线方的排片

是个挑战，对观众的忍耐度同样存在挑战。不

过，王小帅却并不担心，“不会吓退观众，电影

的核心还是人情，这是可以穿越时间让观众产

生共鸣的。你只要沉浸进去，是可以跟角色同

时呼吸，同时感受，就会不知不觉走过那么长

时间，它会像立体的形式一样包围你。”而说到

两位主演的获奖，他则认为是水到渠成的结

果，“他们完全不是在演戏，而是生活在里面。”

王小帅谈《地久天长》
“片长不会吓退观众”

时报讯（记者 王淞）《我的英雄学院》系列

首部剧场版动画《我的英雄学院：两位英雄》将

于本周五登陆内地院线，日前该片举行首映

式，其“反套路”的英雄设定成为影片最大的看

点，而高帧的战斗场面也让观众体验到了原作

强烈的漫画质感。

此次剧场版，在故事的架构上采用全新原

创形式，不同于此前的漫画和TV版动画，讲述

了一座移动科研都市“我之岛”突然遇袭，卷入

其中的职业英雄们，与滥用异能作恶的反派随即

展开终极对决，然而随着战斗升级，隐秘真相接

连被揭开。与大多数“王道热血”的动画不同，该

片的主角绿谷出久并非“天选之子”，他身处近乎

人人都有超能力的未来社会，却毫无天赋异能，

这种“一无是处”的反套路人设，也为平凡少年逐

梦的故事带来更多的真实感和带入感。

《我的英雄学院》首映
反套路少年逐梦路

开始！

2018-2019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大幕落下，天津女排最终没能卫冕成

功，收获亚军。虽然结果有些遗憾，但对于第十三届全运会后才完成人员新老

更替，目前还是一支由诸多年轻人组成的天津女排来说，最近两个赛季一冠一

亚的成绩已经足够值得她们骄傲。2018-2019赛季女超联赛的亚军，对于年轻

的天津女排来说并不是王朝时代的终结，而是奔向下一个辉煌时代的起点。天

津女排主帅陈友泉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在比赛中会发现了自己的

不足，我们会继续努力，争取下个赛季做得更好。”

时代的
时代的

终结？

巴斯蒂安斯支前
给间歇期备战的启示

《都挺好》直击原生家庭之痛

杨坤：越朴素的
演唱越直指人心

《惊奇队长》票房“开挂”
口碑不高为何成市场宠儿？

本组摄影 时报记者 贾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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