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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文化资讯

▲

周五19:30，空港经济区文化中心将举

办魔术与科学亲子秀《见证奇迹的时刻》，由魔

术师王金璐表演，票价30元。▲

周六14:30，泰达图书馆五楼报告厅将

举办“雕塑艺术的前世今生”主题讲座，包括中

国雕塑的历史、技法、体系、写意的变迁等内

容，由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术委员

会副主任景育民主讲。▲

周日15:00，中新友好图书馆二楼新加

坡主题馆合作讨论区将带读者走进汉服文化

世界，共享视觉盛宴，并一同了解馆内丰富的

电子资源。 时报记者 范炳菲

2017年国庆档，由王晶、关智耀联

合执导的电影《追龙》后来居上，力压

《缝纫机乐队》等热门影片取得票房、

口碑双丰收。如今，两年过去，二人携

手的新作《追龙Ⅱ》即将于端午节假期

与观众见面，该片由梁家辉、古天乐、

林家栋、邱意浓、任达华等人共同主

演，主人公将聚焦在有着“世纪贼王”

之称的张子强身上。近日，王晶等人

接受采访，讲述了影片背后的故事。

王晶也有“心心念”

两年前，电影《追龙》上映，该片以

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贩毒集团首领

“跛豪”吴锡豪和“华人四大探长”之一

的吕乐为原型，凭借写实的手法、胶片

质感的画面和紧凑的剧情设置赢得观

众好评，关智耀更凭借本片收获金像

奖最佳摄影奖。

“跛豪”的故事落下帷幕，续作到

底怎么拍？这是在《追龙Ⅱ》启动之

时，很多网友的疑问。如今，影片即将

上映，王晶也给出了解答。虽然名为

续作，但该片的时代背景和主人公都

有了变化，“影片的故事灵感来源于曾

经让整个香港闻风丧胆的‘世纪悍匪’

张子强案件。”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子

强曾策划过多起震惊中外的绑架案，

犯罪所得金额之高甚至被录入吉尼斯

世界纪录大全。王晶坦言，这段往事

自己多年来一直想拍，但苦于找不到

合适机会，作为自己“心心念”的题材

他希望此次能够给观众带来最真切的

体验，“包括舞厅、赌厅、台球等场景都

进行了真实还原，特别是在影像方面

会比《追龙》更加吸引人。”王晶觉得，

这个题材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发挥空

间，他将尽全力为大众揭秘一个真实

的“世纪贼王”。

看点不止于警匪对峙

日前，《追龙Ⅱ》曝光了一款名为

“贼王揭秘档案”的特辑，其中首次曝

光了一些张子强同党的真实画面。王

晶表示，这位同党曾经与张子强共同

参与过绑架案件，如今刑满释放。此

次特辑，正是曝光了他们当年的作案

细节，“当年，他们曾经偷偷储存了一

吨炸药，这些令人后怕的细节都会在

影片中得到真实呈现。”

说起演员，王晶则表示，自从自己

打算开拍这部戏后，就不断有朋友、观

众打听谁来扮演张子强一角，“在电影

中，这个角色名叫龙志强，心狠手辣，

却非常谨慎。”他觉得，唯有梁家辉可

以驾驭这个看似目中无人，实则粗中

有细的人物，“他就是有能力让大家觉

得他可以饰演这种有着高度智慧的犯

罪分子。”与此同时，谈起几位影帝级

演员的对手戏，王晶还透露，这次将不

只陷于警与匪的对峙，还有贼与贼之

间的内部锚段，错综复杂的情节才是

影片最大的看点。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王淞）龙珠系列动画大电影

《龙珠超：布罗利》将从今天起正式上映。此前，

该片在海外上映时，便收获了现象级高口碑和

超过一亿美元的票房，日前，该片发布终极预

告，孙悟空、贝吉塔、弗利萨、比克等龙珠经典人

物的露面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热议。据

悉，此次上映《龙珠超：布罗利》由原著作者鸟山

明亲自担当编剧和角色设计，将人气角色——

传说中的赛亚人布罗利，时隔26年重新写入龙

珠正史，并首度揭秘了赛亚人未知的历史。这

段设定，可以说弥补了很多龙珠粉丝的遗憾，也

被评价为“最感人、最正统的悟空身世起源”。

《龙珠超：布罗利》上映
鸟山明揭秘赛亚人历史

时报讯（记者 王淞 北京报道）昨天下午，

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在北京举

行发布会，公布了今年活动的筹备情况和金爵

奖评委会的名单。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今年的第25届上海电视节和第22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将紧密围绕这一重大历史节点，将

主题内容贯穿始终，相关内容不仅体现在电视

节和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之上，还将成为电视、

电影论坛和市场等活动的重要内容。

评委成员方面，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

主席将由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担任，此

前他曾数度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并于2014年凭借电影《冬眠》摘得最佳影片金

棕榈奖，评委会委员中则包括了中国演员王景

春和赵涛。

从“安迪”到“寻找”

在热播剧《欢乐颂》中，刘涛饰演的高冷

精英海归安迪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刘

涛饰演的安迪与杨烁饰演的小包总也成为人

气极高的荧幕情侣。不过在《我们都要好好

的》中，同样的演员却变身怨侣，丈夫向前努

力奋斗，为家庭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妻子

寻找却陷入抑郁症，甚至到了要终结自己生

命的程度。在刘涛看来，“夫妻间不管是在一

起还是面临分开，彼此都是或曾是人生最重要

的人，现在抑或是未来都应该要好好的。很多

时候，当下我们面临的矛盾是没有办法解决

的，可能只有选择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开始”

时报：这部戏中男女主角的名字非常有
意思：向前和寻找，名字是不是跟角色是有什
么契合？

刘涛：是两种人生的需求。寻找是要把

自己找回来，因为她在大学的时候就和向前

是一对很恩爱的情侣，毕业之后，奔赴人生新

阶段的路上，女孩子都会觉得说跟着你就好，

但是大家在奋斗的路上，生活本身给彼此的

压力太大了，我们在找寻自己存在感，也在找

寻自己在彼此生命里的存在感，可能寻找觉

得无论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还是我在彼此的

心里，我突然找不到自己了。其实我们这部

戏是非常现实题材的，非常有人生思考的，是

属于当下大家都存在，但都不敢触碰的话题。

时报：《欢乐颂》里安迪和小包总的相处状
态跟这部戏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你觉得生活
中会倾向于这部戏，还是《欢乐颂》的模式？

刘涛：其实两种都会有，这就是现实和理

想的平衡，谁不希望有人哄着呢？在安迪和

小包总甜蜜的关系当然是很好的，但是这不

可能是一辈子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总会有出

现矛盾的时候。当矛盾出现的时候，就会出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刚

好我们这个戏里在探讨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

解决这些问题。

时报：剧中一开始寻找的丈夫并不理解
为什么全职太太的妻子会得抑郁症，这种认
知的差异性来自哪里？

刘涛：女性的生活，女性的精神。这部戏

有挺好的台词，比如“为什么我不得抑郁症，

你得抑郁症，是不是闲的？”在外拼搏的男人

总会觉得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为什么我做

什么都得不到你的肯定和满足，大家能够走

进彼此，除了现实生活，还有精神生活。婚后

家庭主妇生活和她需要的关爱是否能够自我

平衡，是否能够得到家人的理解，都是我们要

讨论的。

时报：寻找作为一个身患抑郁症的家庭主
妇，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次全新的表演体验？

刘涛：寻找的内心很孤独，如何找到她的

心理状态就是关键。别人很难走进她的内

心，她也不想过多的表达，因为觉得没有人能

够真正理解自己。我觉得能帮她的人只有她

自己，勇敢地去追寻那束光，其实很多得了抑

郁症的人到最后要靠自己来慢慢恢复，去平

衡心态、接受他人。当你尝试去理解这个人

物的时候，她就会在你心里。

时报：剧集播出后，很多观众也觉得，失
去婚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婚姻中迷失了
自我，您怎么看？

刘涛：寻找跟安迪不同，对于像她这样一

个完全脱离了社会，没有工作，甚至没有社交

圈的人来说重新回到职场是很困难的，但她

做到了，她成功了。寻找从一个完全不自信

的状态走出来，重新踏入社会，一点一点去拼

搏、奋斗，然后重新找回了自我。

人生的疑问都是自问自答

从《琅琊榜》《芈月传》《欢乐颂》三部热播

大戏，到正在热播的《我们都要好好的》，以及

即将登陆荧屏开播的《大宋宫词》，刘涛近几

年在荧屏上的出现率极高，而且每部作品的

成绩和口碑都可圈可点。不过事实上，刘涛

近五年每年只接拍两部戏，高产且高质量的

工作状态也让她成为圈内的“拼命三娘”和

“好剧担当”。

时报：近5年你的工作效率很高，工作和
生活之间如何平衡呢？

刘涛：我朋友都说我是铁人三项，工作起

来可以连轴转，像个陀螺一样一直转。作为

演员来讲，其实所有的养分都来源于生活。

遇到特别吸引我的故事就想去尝试。当不拍

戏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生活，没有生活，演

的东西会干枯的。

时报：其实演员群体压力也很大，也会遇
到让人不舒服的事情，你是怎么克服负能量
的呢？

刘涛：我自己内心本来就是乐天派，我喜

欢把什么事情自己当天消化掉，因为工作很

忙，我一定要把我的精神付出给有意义的事

情，我不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没有结果，就不

如先不想，我自己的个性上会比较容易平衡。

时报：像剧中寻找出现的恐慌症，你在生
活中有遇到过么？

刘涛：恐慌在我身上没有出现过，人的一

生不就是一次一次遇到困难，再一次一次想办

法来解决吗？其实有时候根本来不及崩溃。

时报：录制《花儿与少年》的时候大家就
看到了你生活中事无巨细的一面，简直是旅
行生活的全能。

刘涛：我从来都是这样的，可能我注定天

生就是个操心的命。因为我喜欢把准备工夫

做足，我会担心我要去哪儿，在那儿会怎么

样，我需要带什么，我要跟谁去，那她平时需

要些什么，我要不要帮她带一些。我的朋友

特别喜欢跟我出去，跟我出去什么都不用带。

时报：这部戏对你本人会有什么触动么？
刘涛：这个戏演完之后会有种思考，我到

底想要什么，我现在拥有的是什么，我需要珍

惜的是什么，我到底能做到的是什么，如果我

做不到，我应该怎么样面对这种平衡。如果

我得不到，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或者说得到

就真的很好吗？其实人生有很多种疑问，但

是所有问题都是自问自答，《我们都会好好

的》是给自己的一个答案，也是给身边所有人

的答案，看完这戏之后也会面对各种各样问

题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会说别想太多，我们都

要好好的。

时报：剧中人物角色对于很多女性是很
有启发的，你想通过寻找这个角色给大家传
递什么样的态度？

刘涛：还是要珍惜当下，你想得到更多的

东西，是否已经好准备要失去你现在更珍贵

的东西。如果你觉得此时此刻的你，一往无

前，一定要奔赴一条路，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能

够付出一往无前的代价，不后悔，我觉得寻找

是有后悔的。因为不可能那么圆满，作为一个

母亲怎么样平衡孩子对父母的需求和爱。很

多女人就像做梦试了一把，又如何。真的每个

人都能像寻找那样幸运、善良、真挚，还有一点

点才华吗？不一定都是肯定的，人生需要自己

肯定自己，也需要靠自己来否定自己。

时报记者 王晶

阿奇姆彭不走了，泰达队成绩突然急剧

滑坡的担忧可以部分消除了。

中超再踢两轮，间歇期就来了，中超各队

的国字号外援要因国际足联比赛日的要求回

国勤王。泰达队得到的消息是，在加纳国家

队主教练阿皮亚向媒体透露的非洲杯预选名

单中，没有阿奇姆彭。欣闻此信，泰达主教练

施蒂利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不能说因

为他没有入选而高兴，毕竟，我是支持球员为

国家队效力的，如果一个俱乐部能够有更多

的国脚绝对是件好事。不过，如果他真的不

用去参加赛程长的非洲杯的话，对泰达肯定

是有很大帮助的。”老帅表态站位很高，但一

丝庆幸还是隐约显露。

6月初开始的间歇期过后，中超赛场将非

常艰苦紧张，8周10赛的密集安排，还在酷暑之

中。阿奇姆彭不走，施蒂利克本赛季最新研制

的“阿森纳组合”就不受影响了，这是老帅最看

重的，少了阿七的那一拿一突，组合威力强度

大减。所以他面对记者“目前成绩不错的泰达

队会不会如上赛季那样突然出现大滑坡”的问

题，才有底气回答，“不会，我们现在阵容稳定，

平衡，这让我觉得队伍不会出现去年那样的成

绩滑坡。”泰达将在本周六与北京人和交锋，而

下周四球队将在上海与申鑫进行足协杯比赛，

下周日又将回到天津与领头羊北京国安对

垒。面对一周三赛的密集赛程，老帅说：“一周

三赛对球员体能要求很高，天很热，没有人能

踢满3场，注册的31名球员每个人对球队都很

重要，现在他们都有机会。”

明天下午，泰达队将客场出战又一个降

级区里的球队北京人和，上一轮泰达队没让

降级区里的华夏幸福在自己身上实现反弹，

这次要继续面对充满饥饿感的对手的考验。

在本周的公开训练课中，泰达后卫巴斯已经

病愈复出，同时乔纳森依然还有一些伤病困

扰，泰达队有变阵的可能。 时报记者 陈彤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日前，2019年滨海

新区戏曲进校园启动仪式在汉沽一中举行，精

彩的现场讲座让师生们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

活动中，全国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天津

评剧院院长曾昭娟进行了评剧艺术赏析讲座，

她以天津评剧院创作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的评剧《赵锦堂》为主线索，讲解了评剧艺术服

饰、步法、唱腔等方面的细节之美，并与现场师

生积极互动，教授评剧技巧。

据介绍，2019 年滨海新区戏曲进校园系

列活动内容丰富，既有面向全体学生的校园戏

曲公开课，也有戏曲教师专题培训、开展戏曲

节目欣赏和学生戏曲比赛等，可以满足广大学

生的不同需求，服务不同学校的特色发展。

滨海新区戏曲进校园
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对话刘涛

人生就是遇到困难逐个解决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 报道 贾成龙 摄

影）昨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主办，天津市体育局和天津科技大学承办，天

津市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天津市体操协会协

办的2019年全国蹦床锦标赛在天津科技大学

滨海校区体育馆全面拉开战幕，来自全国各地

的13支代表队共179名运动员将在3天的比

赛时间里展开激烈角逐，向14个比赛项目的

冠军发起冲击。

全国蹦床锦标赛是国内最高水平的蹦床赛

事，今年的比赛对于明年的东京奥运会有着实

战练兵意义。首个比赛日展开的是各个项目预

赛的争夺，在领军人朱雪莹的带领下，主场作战

的天津队发挥出色，朱雪莹以106.285分的成绩

排名女子蹦床个人预赛第一晋级该项目决赛，

黄泓霖/康毅强以89.340分的成绩排名男子双

人同步预赛第一晋级该项目决赛，周超越/赵诗

剑/魏佳怡/邱斯铭以132.800分的成绩排名男

子单跳团体预赛第三晋级该项目决赛。

全国蹦床锦标赛新区开赛
13支代表队参赛

从初入行时的侠女、仙女到古装戏中的郡主、王后，再到近些年都市题材剧中的精英、高管等角
色，刘涛驾驭角色的能力一直备受观众认可。而由她主演的都市情感励志大戏《我们都要好好的》登
陆北京卫视上星开播后就拿下了同时段省级卫视收视冠军，刘涛饰演的全职太太寻找作为“主妇抑
郁”群体的代表，经历婚姻重创后，以中年实习生的身份回归职场，并在艰难的重新起步后，逐渐找到
了自我的价值和人生意义。剧集播出后，剧中涉及到的“丧偶式婚姻”、夫妻冷战等扎心话题也引发观
众强烈共鸣。日前，本报记者采访到刘涛。

加纳没招阿七踢非洲杯
施蒂利克：我憋着不乐

携手关智耀打造《追龙Ⅱ》

王晶：为观众揭秘“世纪贼王”

上影节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
金棕榈得主担任主竞赛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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