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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时报讯（记者 张智）受副热带高压外围影

响，7日白天，滨海新区普降小雨局部暴雨，全

区自动雨量观测站中最大雨量出现在汉沽国

家一般气象站，雨量为56.9毫米。在降雨的影

响下，8 日最高气温为 32℃，闷热程度缓解。

据气象部门预报，周末新区还将迎来降雨，届

时气温将再次下降到29℃左右。

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9 日白天，滨海

新区阴有雷阵雨，夜间阴有中雨。10日白天，

有雷阵雨。受降雨影响，周末两天的最高气温

都在29℃上下，总体来看比较凉爽。

8日，我们还迎来了立秋节气。该节气内

本市平均气温为 26.7℃，平均最高气温为

34℃，极端最高气温为 37℃，平均降水量为

69.5毫米。虽然从节气上看已经立秋了，但从

气候学上来讲，津城仍处于夏季，炎热、闷热天

气明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入秋。

雷阵雨光顾
周末挺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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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长安十二时辰》女一号热依扎

“大唐女子英姿不输男儿”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8月8日下午，由滨

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雄安新区管委会公

共服务局支持的天津市第五届滨海少儿评剧

节“全国评剧新苗京津冀巡演”来到雄安新区

安新县文化馆，吸引了当地市民的关注，凭借

精彩的演出赢得阵阵喝彩。

据了解，此次演出汇集本届少儿评剧节精

品节目，包括红色经典剧目《江姐》选段“绣红

旗”、“春蚕到死丝不断”，传统剧目《刘巧儿》、

《花为媒》、《杨三姐告状》、《戴诺》《向阳商店》、

《金沙江畔》等，原创节目《盛世风华》《我是滨

海人》《我爱你中国》也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

观赏体验。小新苗表演自然大方，唱腔甜润脆

亮，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格外认真，赢得了观

众的喜爱。

参加这次演出的“阵容”也十分强大，李

静怡、蔡雨阳、刘禹涵等已经进入专业戏校

学习的学员们纷纷助阵。13岁的顾恒来自吉

林，刚刚获得吉林省“小梅花”少儿戏曲大赛

金花奖，同时被聘为“吉林省小梅花”艺术团

团员，此次演出他带来《包公赔情》选段。9岁

的崔歆睿2017年荣获第二十一届中国少儿地

方戏曲小梅花金花称号，在此次演出中参加

了两个节目。

身为婢女 内心却不卑微

檀棋虽然只是李必的婢女，但她可出入死

牢，参与捉狼卫，骑马狂奔报讯，更敢卧底救

人，甚至与实权人物正面交锋。她犀利强悍也

温柔美丽，忠心不二也向往自由，会审时度势

也一往无前，在这场拯救长安的大战中，檀棋

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热依扎看来，檀

棋展现了大唐女子的飒爽之美。

时报：其实小说中并没有把檀棋塑造得太

过深刻，但是剧中檀棋有胆识、有担当，敢爱敢

恨，非常出彩，她的人物前史是什么？

热依扎：檀棋在小说里是个混血，我们假

设她是贵族家庭出身，可能是因为战乱或者别

的原因一路到了长安城。在长安的时候被李

必看中，并成为他的婢女。因为她既聪慧，又

善于行骗，李必认为这个人是可造之材，就留

在身边。他们俩是主仆关系，但檀棋其实是李

必特别信任的人，他们长时间相处在一起很有

默契，两人也相互敬重。

时报：檀棋对张小敬的态度前后发生了很

大转变，你觉得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热依扎:开始檀棋很怀疑张小敬，因为在当

时那种很紧张的时刻，李必身边出现的人她

都怀疑。但在接触的过程中，张小敬的做事

方式，以及流露出的对这个国家的爱，使檀

棋对他也开始欣赏，产生情愫。转变的一个

节点是，张小敬驾马车掉到河里时，檀棋在

岸边对李必说“张小敬是真的为长安做了很

多事”，在那一刻，她认定了张小敬想为国家

出力。

时报:剧中有血有肉且对张小敬有好感的

女性很多，为什么张小敬对檀棋的态度不一

般，还说她“跟见过的女人都不一样”？

热依扎：我在看剧本小说的时候，觉得张

小敬是一个很成熟的男性，他在当兵的时候是

非常压抑的，不能经常见到女性；当不良人的

九年里见过很多女性，为什么没有结婚也没有

固定女友？我在想，一方面是他当兵的经历跟

他对老战友的关照，还有就是没有一个人能降

服他。但张小敬觉得檀棋很神秘，他猜不透，

就更想去猜。

闭关一年潜心备战《长安》

《长安十二时辰》的制作全面抬升了国产

古装剧的制作标杆，檀棋唐朝仕女妆的惊艳亮

相更曾多次问鼎热搜，剧集对唐妆的精准还

原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致敬。不过很多观

众不知道的是，美丽妆容背后是近4个小时的

细心描画。事实上，为演好檀棋，热依扎在

“长安”正式开机前一年就推掉了所有工作，

潜心备战。

时报：檀棋的唐妆被很多观众关注，还占

据热搜很久，但我听说上全妆容要3个多小时。

热依扎：我们管那个叫大妆。这个妆刚

开始看上去会有点奇怪，因为脸太白，但是

后面越看越好看。大妆粉底对皮肤的要求

特别高，因为粉底贴在皮肤上久了，如果水

润度不够，就会产生皱纹，显得很干很苍老，

所以皮肤必须很润。我为了这个妆，要用很

多面膜，就是希望能够别跳戏，因为是一天

内发生的故事，希望在妆面上让观众看不出

差别。

时报：檀棋技能非常全面，跳舞、骑马、传

递情报、卧底，这是不是也给你带来不小的

挑战？

热依扎：对。比如跳舞，对大唐大家比较

熟悉的是胡旋舞，但在火上跳又不合适，于是

就找了一位会丝绸之路线上所有舞蹈的老师

重新编舞，舞蹈差不多练了2个月，还练了普拉

提，提升气质会有帮助；我在《甄嬛转》里骑过

马，但当时有差点坠马的经历，所以非常畏惧，

但剧中檀棋要骑马，我就在开拍前半年开始训

练，因为临开拍一个月才练的话，怕压力太大，

提前学好，心里会比较踏实。动作戏前期训练

了一个多月，都是基本动作体能训练，自己觉

得练得有效果，之后武打戏肯定特帅，但后来

打了一套武打戏，去监视器一看自己都乐了，

像公园里练太极拳一样，全部动作都慢半拍，

演出来很挫，所以很敬佩也很感谢武打演员

们，太不容易了。

时报：你觉得檀棋这个角色对你本人产生

了哪些影响？

热依扎：檀棋的每一场戏对我来说都很重

要。我们演的还是比较正剧的东西，更讲究真

实化，檀棋很压抑自己，她在李必身边，在靖安

司这么一个规定情境中，不能超越奴婢所做的

事情，同时她的性格很谨慎，会将利弊权衡好

了再做。在表演方面，檀棋要很收，不是往外

放的那种，对我的挑战是，怎么能表现出内在

的东西，这其实是很难的。刚开始会给自己

很大压力。但我后来看了一本有关表演的

书，上面说“这不是你第一部戏，也不是你最

后一部戏，别有压力”。所以演《长安》真的

是从性格上改变了我很多，对我职业生涯影

响很大，在个性上、塑造人物上，都是一个很

好的改变，我希望大家以后看到我的时候叫我

檀棋，说明我把这个角色塑造得可以了。

时报记者 王晶

评剧新苗
雄安新区传承经典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开播后凭借精良制作和引人入胜的剧情成为今夏高口碑热剧，尽管剧
集男性气息浓郁，但诸多有情有义的女性角色也吸引了很多关注。剧中，热依扎饰演的女一号檀
棋不仅与张小敬、李必联手救长安，其胆识和大义更不输男儿。热依扎曾凭《甄嬛转》中宁贵人一
角为观众熟识，而檀棋则解锁了她性格中坚韧不服输的另一面。日前，本报记者对话热依扎。

泰达客战武汉
或许有点儿难

时报讯（记者 陈彤）杨帆出来了，瓦格纳

又进去了，泰达队的停赛名单没改善，伤兵营

还在接茬添人，上轮因伤离场的白岳峰、谢维

军本周的训练都受到影响。

不过施蒂利克还是乐观地拿上周的胜利

说事，以此鼓励球员敢于在积分榜上继续前

进，“和河南建业比赛前，对手本来是多出我

们 1 分的，但我们赢了就马上在积分榜上完

成反超。武汉队现在是 28 分，我们是 26 分，

我也希望能在本场比赛结束后实现对武汉队

的反超。”

明天晚上客场对阵武汉卓尔队的比赛，泰

达队只有两名外援可以使用，进攻端损失明

显。对手现在已经打出了本赛季最大黑马的

成色，他们近期对苏宁、建业、上港、申花实现

四连平，可以看出来这支球队是有着稳定发挥

的，泰达获胜难度可能比打建业要大。

昨日是二十四节气之立秋节气，标志着暑

去凉来。为了让小朋友们了解有关立秋的节

气知识，新区南益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开展了

“传统文化立秋民俗活动——啃秋”。

活动开始前，工作人员首先向小朋友们普

及了有关立秋的知识，小朋友们从中了解到啃

秋的习俗。随后，小朋友们一起品尝甘甜的西

瓜啃秋。

通过此次活动，小朋友们增长了见识，也

弘扬了我国传统民俗文化。

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

多家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据了解，今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主

题为“健康中国，你我同行”。8月8日当

天，区教体局举办了系列展示活动暨

2019 年滨海新区健身秧歌比赛。同时，

在塘沽体育馆室、汉沽体育馆室和大港体

育中心、空港体育中心还设立了全民健身

日免费开放时间，开放部分健身场馆、设

置体质检测车，免费为群众现场进行体质

检测，并设置专门宣传区域，介绍滨海新

区免费或低收费体育场馆设施等。

昨日，新区范围内多家各类公共体育

设施还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其中包括：

塘沽体育场、塘沽体育馆、汉沽体育馆、汉

沽体育场、汉沽网球馆、大港体育场、大港

羽毛球馆、大港保龄球馆等。

市民健身越来越“专业”

昨日下午，记者在滨海文化中心一家

健身中心看到，虽然是上班时间，但仍有

不少前来锻炼的市民。记者随后走访新

区多家健身会馆了解到，随着市民生活水

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健身也越来越受

到众多市民的喜爱。不少健身会馆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如今不仅大多数市民有了

健身的意识，而且越来越多的市民还开始

追求健身的专业化。

中新天津生态城一家连锁健身会馆

的负责人王经理告诉记者，他们之前曾对

周边的市民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调查显

示，70%以上的市民有健身的意愿。对于

健身房的费用，除了私教课程外，普通的

健身年卡费用大部分市民表示可以接

受。“近两年我们明显感觉到了市民对健

身的认识越来越专业化。”王经理说，以前

他们做宣传，主要以价格和特色吸引顾

客，因为这两点是大家首先考虑的因素。

“如今，大家对健身房和健身专业知识的

了解越来越深入，健身房也早已不是新鲜

事物，越来越追求专业化。所以近年来，

健身房的宣传也开始侧重于专业化的指

导和服务。”王经理说。

小众项目得到宣传

昨日在新区泰达街，14 家社会体

育机构的 16 个体育场馆免费对居民开

放，内容涉及瑜伽、篮球、马术等近 20

个运动项目。

“早上有瑜伽课，所以来的女性多一

些。”在潮庭健身泰达店，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场馆免费开放时间为9:00到22:00，内

容为瑜伽、单车、各种舞蹈等成人团体操

课程以及成人健身、拳击，同时还能享受

场馆内的台球、乒乓球等球类娱乐活动。

听说了“全民健身日”的“福利”，一些市民

特意过来上了一堂瑜伽课。

除了健身、游泳、篮球等传统项目，一

些小众项目如马术、射箭场馆也在全民健

身日免费开放。记者从上翊弓箭俱乐部

了解到，8日上午共有30多人在此进行了

射箭初级入门培训，同时有不少市民打电

话咨询，其中80%都是首次体验该项目。

直到 15:00，教练员才结束工作吃上午

餐。工作人员分析说，可能是项目比较小

众，消费相对较高，平时体验的人不多，所

以此次免费体验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全

民健身日的免费体验活动很有意义，大家

不仅体验到了这些小众项目，也让这些项

目得到了宣传。”工作人员说。

捆绑上，像一本书，解开来，迅速“变”

成一个可手提的四分类垃圾袋。这是记

者昨日在天津科技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工

业设计研究中心看到的一个颇具时尚感

的产品。为了积极响应滨海新区推广垃

圾分类，该中心师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

案，贡献了自己的设计智慧。

据该学院教师刘羽介绍，环保四分类

垃圾袋是天津科大师生设计的重点产品

之一。这种垃圾袋发放时是一本“书”，衔

接的袋口处通过绳子进行捆绑；翻开

“书”，是设计的整套漫画，共六个章节，以

正反示例和重点突出的方式来普及垃圾

分类的相关知识。解开绑带打开袋口后，

垃圾袋就变成了一次性的分类垃圾桶，分

为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

垃圾四个小袋，四个小袋通过铆钉连接，

可拆卸。垃圾袋两面的图案不同，其中一

面通过色彩和大的图形科普生活垃圾分

类标准，另一面则更细致地标注了某些垃

圾属于哪一类垃圾，集功能性与科普性于

一体。刘羽告诉记者，目前这种垃圾袋主

要通过举办活动在现场进行发放。

记者 陈西艳 实习生 李佳芮

啃西瓜迎立秋
了解传统民俗

昨日迎来第十一个全国全民健身日

健身场馆送“福利”
新区市民动起来

■ 时报记者 路熙娜 韩春霞 许卉 实习生 蒋展艺 报道 贾磊 摄影

空港体育中心空港体育中心88日下午免费对公众开日下午免费对公众开
放羽毛球馆放羽毛球馆、、篮球馆篮球馆、、射箭馆等射箭馆等

今年8月8日是第十一个全国
全民健身日。记者昨日从滨海新区
教育体育局获悉，为使健身群众在
今年的全民健身日有更多的获得
感，在8月上旬，区教体局推出系列
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此外，在8月8
日当天，全区的多家各类公共体育
场馆设施也免费向市民开放。

新区高校师生贡献设计智慧推广垃圾分类

分类垃圾袋 掀起“时尚范儿”

记者记者 贾磊贾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