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张港 校对：陈超 制作：周海生Vision10视觉 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

滨海追 人梦梦 之七 听听

何捷在地下室的一方天地里不断研究摸索耳机的制作

测试耳机的性能

对着电脑上的波峰波谷，调试耳机的性能

麦芒般粗细的麦芒般粗细的

烙铁头轻轻一点烙铁头轻轻一点，，

伴随松香独有的味伴随松香独有的味

道道，，腾起袅袅白烟腾起袅袅白烟，，

何捷捏着指盖大小何捷捏着指盖大小

的动铁耳机电路的动铁耳机电路

板板，，端详新烙下的端详新烙下的

丝米级焊点丝米级焊点，，一丝一丝

笑意从眼尾散开笑意从眼尾散开，，

仿佛听见梦想离自仿佛听见梦想离自

己更近了一步己更近了一步。。

文/图 记者 张文弟 贾成龙

何捷把家里的地下室改造成第

一个录音棚。从操作电烙铁开始

练，最初手上的力度、焊点的大小控

制不好，制作耳机的失败率特别高，

可能连着做坏十几二十个，才能成

功一个。辨别耳机音效的细微差

别，对耳朵敏感度要求极高。幼年

时，何捷曾患严重的中耳炎，导致耳

膜变薄，比一般人对声波更加敏感，

他笑称自己因祸得福，掌握一项特

异功能。2009年冬天，他做好了第

一副动圈耳机，保留至今。何捷说，

耳机里传出来纯净无杂音的音乐，

让他体会到余音绕梁的喜悦，坚定

了他制作耳机的信心。

就在地下室的一方天地，何捷

不断研究摸索，技术越来越娴熟，

还可以按照使用者的耳蜗以及听

音乐的爱好和类型进行独一无二

的定制。2014年，何捷跟来自南开

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师范大

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学生

们组建霖晨工作室，研究耳机定

制，追求完美音效，并给耳机命名

“一言”。2015年，工作室开始在各

高校取景，拍摄《平凡之路》MV，海

报上的校园明星佩戴的正是“一

言”耳机。2016年8月份，工作室凭

借自主创作的“桌面绿植+音响+

负离子净化器”融合的桌面音响系

统参加中美创客大赛，在天津赛区

突围晋级全国大赛。当年年底开

始，何捷陆续整理资料，申报了包

括这套桌面音响系统和以左轮手

枪为灵感发明的复合式滤波电容

在内的专利，2017年六项关于耳机

的实用新型专利陆续申报成功。

最近两年，何捷专心做策展，业

余兼职做美术老师。他希望通过自

己的专业，让更多人走近艺术，品味

艺术。就在工作中，他发现一种声

音类艺术展逐渐兴起，艺术家采集

鲸鱼叫声、海豚叫声、风吹竹林的声

音，观众在展会通过耳机进行聆听，

对耳机的音效要求非常高，他相信，

总有一天，自己在定制耳机方面的

追求和自己的职业梦想可以完美融

合在一起。

梦梦

作为作为《《黎明之前黎明之前》》青年画展的策展人青年画展的策展人，，何捷何捷（（左一左一））主持画展开幕式主持画展开幕式

何捷制作出的独一无二的定制耳机何捷制作出的独一无二的定制耳机

何捷可以准确地何捷可以准确地焊接焊接
好每一根电线好每一根电线

制作耳机的零件很精密制作耳机的零件很精密

何捷通过自己策划的玻璃展何捷通过自己策划的玻璃展，，让更多的人品味艺术让更多的人品味艺术

80后的何捷，是新区土生土长

的本地人，跟大多数在海河边长大

的小伙子一样，言谈举止都透着乐

观和文艺的气质。有人曾经形容他

是最懂声音艺术的国画老师，一句

话把他的本职工作和兴趣爱好完美

呈现出来。

何捷自幼学习画画，大学毕业

至今，工作都跟艺术有关。而他对

耳机的痴迷，是偶然也是必然。何

捷的父母喜欢听邓丽君的歌，上世

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家里陆

续有了很多磁带、卡带机，还有了当

初是稀罕物件的Hi-Fi音响。“每天

早上还在被窝的时候，就被音乐声

叫醒。”时间长了，何捷的父亲开始

自己拆修音响设备，何捷耳濡目染，

也对音箱、唱片机别有感情。

2008年，何捷偶然观看了一期

音乐类选秀节目，相比曲风不同的

音乐，何捷更觉得选手们佩戴的耳

机好看又好玩，于是他开始搜集资

料，向朋友讨教，得知这种耳机叫做

动铁耳机，有良好的隔音及防漏音

效果。何捷萌生了自己制作动铁耳

机的想法。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

专业书，看视频教程，又跟老电工学

习修理音响的技术，决定先从比动

铁耳机低一个等级的动圈耳机开始

做起。

玻璃饰品展颇具梦幻效果玻璃饰品展颇具梦幻效果

闲暇时，何捷会帮助朋友修理乐器何捷会帮助朋友修理乐器

武大帅没帅起来

本赛季履新的武贾尼奇教练团队

曾颇具豪情，武大帅赛季前曾承诺会

用一个月的时间给天津队一个较大的

改变。通过参加 CBA 环渤海夏季联

赛和封闭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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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赛季的天津队是一支外援补强

的年轻化球队，新引进了欧冠王泰勒·

罗切斯特、前火箭队球员科尔·阿尔德

里奇，通过选秀引进了 CUBA 内线高

塔栾晓军、NBL全明星刘帅，队中成长

起来的双子星李荣培、时德帅已成为

球队稳定的本土得分点，刘伟、田野、

徐磊等老将带领球队承上启下稳定过

渡，入选全明星正赛的张智涵和孟祥

龙还有望延续中生代“双龙组合”的完

美搭配。

可是看起来不错的出发，在赛季开

始后步履蹒跚，武大帅的预期提升值事

后再看有些过于乐观了，加上阿尔德里

奇、李荣培、孟祥龙以及后来更换的大

外援布拉切排着队受伤，而且一伤就大

多严重到赛季报销，这些都把武大帅的

临场指挥干扰得乱七八糟。

“有些球员此前从未打过CBA，经

过赛季积累了经验；有些队员则从替补

上升至主力。这些在赛场上的收获不

止发生在球员身上，我们教练员也从中

学到很多。”武大帅在最后一轮赛后总

结中隐约有些反思。他透露，天津队一

个月后开始的夏训，会着重个人技术以

及防守的训练，他希望在细节方面对球

队进行打磨。

较多场次的输球让天津队更清醒

地摆正自己的位置，也看清未来进步的

方向。提高战术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

强化身体对抗，都需要进一步适应联赛

的强度，目前的队伍也具备更大的上升

空间。很多时候，细节决定一切，而细

节一定来自训练的打磨，来自比赛经验

的积累。

时德帅狂帅突进

本赛季天津队最离不开的球员无

疑是小外援罗切斯特，他整个常规赛

期间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发挥，是队

里不可或缺的领袖，同时又可以自己

单干直接干脆利落地解决问题。

本土球员中，一帅惊人的不二人选

一定是时德帅。在第28轮后，他在本赛

季的得分已经超过他此前两个赛季的得

分之和。狂帅突进的表现已惊动联盟，

在CBA官方昨日公布的常规赛最具进步

球员的候选名单，时德帅与新疆队的阿

布都沙拉木、深圳队的沈梓捷入围。从

候选数据分析，时德帅最终当选最佳的

可能性最大，他是三人当中唯一的常规

赛46轮全勤王，而且本赛季与上赛季技

术指标得分对比差值最大。场均43分

钟的出场时间、19.7 分的场均得分、场

均8.9个篮板，这些也都领先另外俩候

选，放在整个联盟都算贡献突出的劳模。

时报记者 陈彤

天津荣钢男篮赛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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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孩子出身 骨子里带“刚”

伴随《芝麻胡同》的热播，王鸥饰演的牧春

花为父治病不惜委身于人，不畏权势怒怼军官

吴友仁，又与何冰饰演的严振生、刘蓓饰演的

林翠卿产生了剪不断的特别关系。最近的剧

情中，牧春花继续成长，在家庭突生变故时带

领全家人挺过难关。从最早的“春花”逐渐变

身为“花姐”“花爷”，人物的成长性相当鲜明，

对于王鸥来说，牧春花身上的执着和勇敢，也

是她本人最为喜欢和佩服的。

时报：从“花姐”到“花爷”，牧春花的成长

力量来自哪里？

王鸥：牧春花从小就在穷人家长大，她骨

子里那种刚毅是因为家里真的没有钱，必须把

自己锻炼得很坚强，才能照顾老父亲，好好生

活。一般家庭发生很大变故之后，可能有一些

人会一蹶不振，有一些人可能会更加努力，挑

起生活的担子，春花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因

为她知道这个家更需要她，反而激发了她骨子

里的那种韧劲。

时报：这部戏整体跨度30年，从青年到中年

再到老年，如何去把握人物在年龄感上的变化？

王鸥：没演的时候确实很忐忑，但真正开

始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会跟着

角色去改变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而且剧里几

位前辈在私底下营造了一种很好的家庭氛围，

演的时候就需要跟着感觉走，自然而然就到那

儿了。

时报：从女性角色的人物设定来看，牧春

花一开始是二房，到了新时代又成了先进女

性，您怎么看待这种转变？

王鸥：那个时代一开始是允许纳妾或者是

允许娶二房的，解放了之后就又不允许了，春

花在学堂读过书，她是一个有思想的女性，也

是一个思想觉悟很高的人，什么时代该做什么

样的事情她自己心里面很清楚，她也非常清楚

这个家谁更需要谁，她觉得姐姐会更需要老

爷，所以她自己有能力上班工作挣钱养活自己

的时候，她就选择了自己离开家，让姐姐在这

个家里。

时报：怎么看待牧春花的独立意识，这一

点角色跟你本人有相似的地方么？

王鸥：牧春花是这个戏里最不循规蹈矩，

也最不接受封建愚昧思想的一个新时代女性

代表，她的思想一直都十分超前。春花的个性

跟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简单、纯粹，有义

气、有担当，很明事理，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她

的地方。其实我从上小学开始几乎所有决定

就都是自己作的。从上小学，到上初中，后来

去考艺校选择学舞蹈，然后做模特，最后当了

演员，都是我自己作的选择。

不怕“麻爪”迎接挑战与怀疑

《芝麻胡同》定下演员阵容时，外界就有不

少声音质疑王鸥能否把这个北京大妞的角色

演好。在采访中，王鸥也透露，自己本着“无知

者无畏”的心态加入剧组，但真进入一个地道

的北京话氛围之后，王鸥才彻底“麻爪”了。同

时，与何冰、刘蓓两位戏骨级表演艺术家合作，

王鸥也坦言进组初期，在两位前辈面前难免有

些畏手畏脚，找不到人物感觉。

时报：刘家成导演说你从接到这个剧本后

就非常想演牧春花这个角色，创作积极性很

高，但我听说在正式开拍之前你几乎一直失

眠，为什么突然畏惧了？

王鸥：最开始我觉得自己还挺有信心的，

毕竟也来北京十几年了，北京方言我应该没有

问题，但后来发现有些高估自己了，开机前夕

我整个就是“麻爪”状态，我会抓着我所有的北

京朋友，让他们念一遍我第二天拍戏的台词，

一晚上完全睡不着觉。北京话其实说快了的

时候还是会嘴瓢，平翘舌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

些吃螺丝的地方。

时报：与何冰、刘蓓合作，会不会有压力？

王鸥：跟两位老艺术家合作，其实是会有

一些紧张的，但是拍摄起来他们俩特别照顾我

和鼓励我。刘蓓姐也不带助理，气场挺强的，

一开始我都没怎么敢跟她说话，后来熟了之后

发现，姐姐是一个内心非常暖、非常热的人。

她有一次拉着我的手说：“这么比较对你来说

是不公平的，你怎么可能在你这个岁数演出我

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东西来？这是不可能的。”

何老师的光芒也很强大，所以在他们很热心的

帮助下，我特别快地就消除了紧张感和隔阂，

拍起戏的时候也越来越游刃有余了。大家知

道蓓姐很久不拍戏了，何老师拍了很多正剧，

也没有太多的机会能跟他合作，所以我觉得特

别幸运，很开心。

时报：很多观众觉得你的表演有时候看起

来过于使劲，你怎么看？

王鸥：对，我也有看到说可能在说台词、在

表演的方面会显得用力过猛之类的评论，在拍

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了，发现了这样的问

题。我也跟何老师去讨论过这个事，是不是北

京人说话好像一说起来就会显得比较用力，显

得脸部的表情挤眉弄眼。何老师说北京人说

话有的时候不太张嘴，话都在舌头里边、口腔

里边，如果要说出来的话，那脸部表情和嘴部

的动作就会比较大，所以就会看起来比较使

劲，也可能是我还没有掌握好火候吧。

不介意标签 主动跳出安全区

在很多女演员争相扑进流量、言情、偶像

题材剧时，王鸥却投身这样一部年代正剧，走

稳扎稳打的路线，可见她对自己事业规划得

很清晰。而从《伪装者》走红开始，王鸥就一

直试图突破既定形象，在她看来，做演员这一

行就是要不断突破舒适区，积累多种多样的

表演经验。

时报：很多观众认为你最适合演“美女间

谍”，对于这样的标签你认同吗？

王鸥：我从来不太介意别人说我什么间谍

气质啊，或者这样那样的标签。因为在我这

里，是没有标签的。我从来不会认为我只可以

演一种类型的角色，还是希望可以多作尝试，

毕竟做演员这行就是希望多积累些经验。

时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安全区或者

舒适区，在你的业务方面，你觉得你的舒适区

是什么？

王鸥：演员的安全区、舒适区就是你自己

最擅长的东西，或者跟你的个性的冷热最为接

近的一类，可能我是比较冷的那一类，从个性

上来说，所以观众觉得之前的汪曼春那样的角

色会特别适合我。我个人其实本来也不是小

可爱的个性，可以有那种小花旦类的气质在身

上，其实我没有，所以那一类可能就是我不擅

长的一部分了。

时报：你想走出来吗？

王鸥：我不太想停留在舒适区，我还是希

望自己可以勇敢一点，去作更多的尝试，但也

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超出自己能力范

围了，觉得如果可以，想要去体验的，那我还是

会有勇气去体验。或许有观众觉得我完成得

不够好，不像北京人；或许有人说我不适合进

演艺圈做演员，我觉得这些是一种经历，无论

结果是什么都是我收获到的财富。

时报：听说你在朋友中一直有“长辈”气质，

很多比你大的朋友都会“听”你的。

王鸥：可能是希望别人这么对你，你首先

也会这样对别人。不管年龄大小她们总是愿

意喊我姐，可能是因为自己让别人觉得可以去

信任、去依靠。 时报记者 王晶

■ 周末文化资讯

▲

周日 10:00-11:30，空港经济区文化中

心举办摄影沙龙，主题为“旅游摄影”，邀请中

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陈宝龙主讲，摄影爱好者可

前往参加。▲

周日18:30，泰达图书馆周日沙龙“学经

典读《论语》”将举办第7期活动，活动地点为

图书馆四楼会议室。 时报记者 范炳菲

本报对话青年演员王鸥：

美女间谍秒变北京大妞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昨日，2019年女排

亚俱杯赛程新鲜出炉，2017-2018赛季中国女

排超级联赛冠军天津女排将代表中国出战，比

赛将于4月27日至5月5日在天津武清体育中

心举行。

小组赛对手不难对付

在过去的19届亚俱杯比赛中，中国球队曾

7次获得冠军，其中天津女排在2005年、2006

年、2008年和2012年4次获得杯赛冠军。2019

年女排亚俱杯赛共有11支队伍参赛，分为A、B

两组进行，代表中国出战的东道主天津女排与

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北、伊朗、哈萨克斯坦的

俱乐部球队分在A组，来自泰国、日本、朝鲜、越

南、斯里兰卡、土库曼斯坦的俱乐部球队分在B

组。从分组形势来看，天津女排的小组对手实

力较弱，获得小组第一并不是难事。

天津女排力争全员出战

此番以东道主的身份参赛，天津女排的目

标只有一个，就是全力争冠，争取拿到世俱杯

参赛资格，但要想夺冠，自身实力必须要有所

保证。据记者昨日了解到的消息，在各方的努

力下，天津女排本赛季使用的外援科舍维奇将

会随队出战亚俱杯。另外，近年来，由于女排

亚俱杯比赛时间和国家队集训、比赛时间冲

突，所以中国的俱乐部球队往往很难召国手归

来，派全部主力球员出战亚俱杯，2018年的女

排亚俱杯赛，代表中国出战的江苏队中就没有

张常宁和龚翔宇等国手的身影，以二队阵容出

战的江苏队最终仅获得第三名。据悉，今年的

亚俱杯赛天津女排已经完成报名，19 人大名

单中包括李盈莹等国手。

战争题材影片，可以说是每一个男性导演

职业生涯中都无法绕过的坎，从冯小刚的《集

结号》、陆川的《南京！南京！》、张艺谋的《金陵

十三钗》，到近两年的《战狼》《红海行动》，而如

今，又轮到了管虎。近日，电影《八佰》发布首

款预告片，100秒的画面中，首次向观众展现了

管虎视角中淞沪会战的那段历史。回溯过往，

44年前柯俊雄、林青霞、张艾嘉等人曾携手演

绎过这段往事，那么这一次管虎又将如何呢？

有“星”亦无“星”

去年年初，电影《八佰》首次曝光片场照，

张译、王千源、姜武、杜淳、李晨等人一一亮

相。按理说，这已经算是一个不弱的演员阵

容，但这一次随着预告片的亮相，更多的名字

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据管虎透露，除去以

上几人，阮经天、刘晓庆、姚晨、黄晓明、郑恺、

欧豪、侯勇、辛柏青、梁静、俞灏明等将近三十

位演员都参与了本片的演出。看上去，这似乎

又将成为一次“数星星”的过程，但管虎却给出

了否定的答案。

“众多人物，都不是主演，又都是。”管虎表

示，杀青之时强大的演员阵容就曾引起剧组的

讨论，但最终他给出的定义是“没有番位，只有

番号”，“那是我们民族最为苦难的日子，今天

我们用摄影机跟着他们走过每一步，去看看究

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最终

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迎来人性的辉煌。《八佰》

应该被视为代号，它不是一群人的故事，应该

和一个民族有关。”

“战争”不是重点

对于电影《八佰》的历史背景，或许很多观

众并不陌生。1937年10月26日，国民革命军

第88师第524团一营开始坚守上海苏州河北

岸的四行仓库。战斗中，日军因屡攻不下伤亡

惨重，作出了守军至少2000人的判断。但事

实上，当时该营只有420余人，为迷惑外界，领

军的谢晋元中校宣称共有800人坚守四行，所

以才有了日后“八百壮士”的说法。

在管虎看来，这段历史完全可以用“战争真

人秀”来形容，“当时，淞沪会战已经进入尾声，国

民革命军全军西撤，但为了表现抗战决心，并争

取国际舆论支持，决策层要求88师在国联开会

期间坚守上海。最终留下的524团一营，已经在

会战中5次整编，半数是增援而来的湖北地方保

安团新兵，他们独守孤楼的任务，就是用血来向

世界昭告日本人的侵略。”可以说，这场战斗的

选择有着很大的“玄机”，“因为他们据守的四行

仓库对岸就是英法租界，之间只隔了五十米宽

的苏州河，日军不敢动用重炮和飞机，所以苦战

四天四夜没有推进一步。而在苏州河对岸，则

是这场‘战争真人秀’的看台，有人加油、有人看

景、有人报道、有人募捐，甚至还有人为对岸的

胜负开出了博彩档口。”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王淞）从今天开始，由张猛

执导，王锵、周冬雨主演的电影《阳台上》就

将正式上映。从影片启动伊始，关于其全胶

片拍摄的话题就引发了网友的一次次热

议。在影片上映前，张猛接受采访给出了自

己的解答。

国内以往在文艺片的宣传过程中，影片

主创都并不愿意提及“文艺”二字，担心对票

房造成影响，但张猛这一次却并不避讳，反而

借此谈及了影片采用全胶片拍摄的初衷，

“《阳台上》是一部小众的文艺片，体量很小，

加上演员给的时间非常充裕，很适合使用胶

片拍摄，可以为影片带来更多的质感，让观众

更多地去关注故事本身。”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于谦监制并主演

的电影《老师·好》将于近日与观众见面，昨天

该片发布终极预告和海报。该片以于谦饰演

的苗宛秋老师为核心人物，聚焦苗老师与学

生们“斗智斗勇”的有趣故事，再现上世纪八

十年代的师生百态及纯真情感。

于谦表示，该片最引人共鸣的是为观众

重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纯

真感情，“面对学生们的‘挑衅’，苗宛秋秉持

‘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原则，不仅费尽心

力将误入歧途的学生拉回正轨，还鼓励他们

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学生们的态度也从一开

始的‘咬牙切齿’变为最后的诚恳道谢。剧本

从框架到内容，基本都来自当年人们真实的

生活。”

《阳台上》今日上映
张猛详解胶片拍摄缘由

于谦扮教师
《老师·好》再现师生真情

《伪装者》和《琅琊榜》让观众
认识了青年演员王鸥，作为一名
广西女生，她在东方卫视热播的
京味大戏《芝麻胡同》中的表演可
圈可点，除了要克服台词问题，几
十年的时空跨度与母亲角色等挑
战都让“牧春花”一角成为王鸥的
另一代表性角色。日前，本报记
者对话王鸥。

着眼新赛季
只休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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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亚俱杯赛程新鲜出炉
天津女排家门口全力争冠

管虎也拍战争片
《八佰》如何还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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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胜34负，在20支球队中最终排名第16位，与季后赛
无缘，天津荣钢男篮结束了常规赛征程，今天回津休假。按
照计划，球队将在一个月后再次集结，这就意味着，CBA本赛
季的季后赛还未结束，天津男篮的新赛季备战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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