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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奖展演在津启幕

“南国的山茶花”《新刘三姐》亮相津门

钢琴协奏曲演奏会上演

本报讯（记者 张钢）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
间，《流浪地球2》发布了首款“小白点”预告片及“沧海一
粟”版海报。导演郭帆介绍了该片的进程——正在紧张
进行后期制作，将于2023年大年初一在全国上映，继吴
京、刘德华出任主演后，李雪健也加盟该片。
据介绍，《流浪地球2》围绕着前作的故事展开，“太

阳危机”即将来袭，人类文明的延续面临巨大挑战。为
了弥补前作的不足和遗憾，新作在故事层面上有了更多
的科幻立意，由中科院多个学科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帮助
完善了十几万字的剧本，在视效等制作层面上增加了多
样性，有着丰富多样的造型、场景设计。除了演员的增
加以及特效的升级外，新作的主题更为深化，通过故事
引发观众对现实的思考，以及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展望。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日，天津国际
钢琴节钢琴协奏曲演奏会在天津音乐厅上演，天津交响
乐团携手钢琴节优秀学员为观众带来了多首经典作品。
本届钢琴节于本月15日至22日在津举办。钢琴节

期间，来自全国的20余位学员齐聚津门，接受中外钢琴
名师名家的线上和线下课程。钢琴节的一大特色是为
学员提供与职业乐团合作演奏的机会，经比赛，8名优
秀选手脱颖而出，在昨日的音乐会上与天津交响乐团
合作演出。
音乐会上，学员们与乐团携手带来了莫扎特《C大调

第十三钢琴协奏曲》、贝多芬《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
曲》、肖邦《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等名作。在与乐团的
合作中，学员们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与良好的协奏能力，
为天津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演出。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由和平区委宣传部、区
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和平区图书馆承办的书香满和平“和
平杯”第五届文化阅读之旅领读大使读书会举行。
在现场，领读大使、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教授柯平为读者带来“阅读的力量与后疫情时代如何有
效阅读”主题讲座，分享了六种有效的读书方法，倡导读
者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

■ 本报记者 张钢

自上映以来，电影《独行月球》近4周票
房超27亿元，并一直保持单日票房占比第一
位，持续带火暑期档电影市场。
片中除了沈腾和马丽两位老搭档外，那只

贪吃且脾气暴躁的金刚鼠为影片增色不少，“金
刚鼠5000万根毛发真实还原”等话题冲上热搜，
很多观众表示“片中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金刚鼠”。
这只金刚鼠既不是真袋鼠演的，也不是

电脑动画制作的，而是采用了先进的动作捕
捉技术，由演员郝瀚演绎，再用电脑特效将演
员的表演附在袋鼠的形象上，为观众献上这
个可爱的拟人化角色。
作为开心麻花团队的签约演员，郝瀚此

前只出演过《亲爱的没想到吧》等为数不多的
几部作品，接到“金刚鼠”这个角色，实属意
外。他说：“我拿到《独行月球》的剧本，通读

后特别喜欢，后来导演发信息说给我一个角
色，我试着问了下‘是不是演袋鼠’，被我说中
了。为此，我进入了长达一年多的前期准备，
包括把家搬到动物园附近，每天去观察袋鼠，
进行各种形体训练等。”
进入实拍阶段，郝瀚为了完成动作捕捉，

需要先穿一层打底衣，戴弹力面罩，再套上动
作捕捉服和袋鼠“骨架”，最后才是宇航服，所
有装备加起来超过50斤。拍摄的几个月正
值酷暑，在没有空调的棚里进行蹦跳表演，很
快让他暴瘦了30斤。

演员的表演就像一颗种子，真正让它们
发芽的，是负责后期特效制作的人员。该片
视效总监张帆表示：“片中的金刚鼠在视效团
队的内部评级中，难度是S级，是最难做的角
色。作为一只拟人化的袋鼠，如何寻找动物
和拟人之间的平衡点，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例如，在金刚鼠说话的时候，他的口型与人类
是相近的，这个制作非常耗时，需要反复调
整，才能让它有人的感觉。形体方面，金刚鼠
身上的5000多万根毛发是通过一帧一帧调
整呈现出的效果，对于短毛动物毛发的数量、

分布、光泽度等，都很考究。”
《指环王》系列中的“咕噜姆”、《猩球崛

起》系列里的“凯撒”……动作捕捉技术的采
用令电影作品里出现了众多经典的拟人化角
色。这项空白近几年在国产影片中被弥补，
金刚鼠则是一个成功的代表。国产电影在视
效方面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与国外视效技
术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目前，各大视效公
司的技术研发还有很多需要不断开拓的空
间，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国产影片的
成功，离不开这些幕后团队的刻苦钻研。

真人演绎与视觉特效结合

电影《独行月球》带火“金刚鼠”

《流浪地球2》明年春节上映

“和平杯”文化阅读之旅读书会举行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

生）昨晚，武清影剧院灯火辉煌、曲声悠
扬，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暨第十七届文
华奖参评剧目在这里拉开帷幕。此后，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场精彩演出
与津门观众见面。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

部、北京市政府、天津市政府、河北省政府
共同主办。8月22日起，来自全国各地的
19部剧目将分为五个阶段在天津大剧院、
滨湖剧院、中华剧院、滨海演艺中心、武清
影剧院等津门剧场相继亮相，登上第十三
届中国艺术节的舞台，角逐文华奖。这些
剧目中，既有为庆祝建党百年、迎庆党的
二十大等重大时间节点新创作的红色题
材剧目，又有为反映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
而创作的现实题材作品。剧种包括京剧、
评剧、昆剧、黄梅戏、豫剧、川剧、越剧、黔
剧、莆仙戏、赣南采茶戏、彩调剧等。
昨日在武清影剧院进行的首场演

出，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创演的
彩调剧《新刘三姐》。彩调是广西具有代
表性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2006年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彩调诞生于明末清初，至今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彩调内容及艺术表演
形式谐趣、轻快、鲜活，被誉为“快乐的剧

种”和“南国的山茶花”。
剧中运用了传统的刘三姐音乐、彩调剧戏

曲与现代音乐相融合的艺术语境，给观众以清
新、灵动的审美意境，蕴含历史风骨的同时唱
响时代精神，展示出广西刘三姐文化。昨晚的

精彩演出，获得了天津观众热烈的掌声。今
晚，该剧将在武清影剧院再演一场。
据悉，文华奖展演第一阶段的演出剧目

还有天津评剧院的评剧《革命家庭》，将于今
日和明日在滨湖剧院上演；湖南省湘剧院的

湘剧《忠诚之路》，将于8月24日、25日
在滨海演艺中心上演，观众均可使用
文惠卡购票欣赏精彩演出。

“伤号”队伍进一步扩大

对阵海港队考验津门虎队应变能力

女排亚洲杯 中国队两连胜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羽毛球世
锦赛昨天在日本东京开赛，解禁复出的石宇
奇在首秀中以22：20、21：10战胜阿德，如愿
赢得开门红。
由于在去年汤杯的不佳表现以及赛后

不当言论，石宇奇被国羽内部禁赛1年，此
次世锦赛是他复出的首场赛事。由于久疏
战阵，开局阶段石宇奇明显尚未适应大赛
氛围，加上场地风向原因，他失误较多，脚
步移动不流畅。好在他及时调整，凭借实
力逆转拿下首局，并在逐渐适应后很快又
拿下次局。石宇奇表示：“毕竟太久没有比
赛了，需要慢慢找感觉。有惊无险赢球，也
增长了信心。”陆光祖以21：9、13：21、21：14
击败潘迪晋级。由于朱翁退赛，赵俊鹏直
接晋级男单次轮。
女单首轮，韩悦以21：14、21：15战胜代

表法国出战的齐雪菲。由于次轮将要对阵
的印度名将辛杜退赛，韩悦直接晋级16强。
女双方面，刘玄炫/夏玉婷以两个21：7

轻取杰奎琳/萨米娅，晋级次轮。

经过前天晚上与上海申花队一战，人员
短缺、阵容安排困难的天津津门虎队，在本赛
季中超联赛推进过程中，又收获了平局带来
的1分，从赛后统计看，大多数数据对比，相
较对手申花队，也都占有一定优势。不过，平
局的背后，球队也付出了代价——起码又增
加了白岳峰和王嘉楠两名“伤兵”。
有细心的球迷已经注意到，在津门虎队

提交与申花队比赛的23人大名单中，门将位
置的替补球员，除了方镜淇，还有小将闫炳
良。再加上首发的徐嘉敏，一场比赛，一支球
队给3名门将报名，在联赛中并不多见。这
一局面的出现，并非是津门虎队有什么特殊
安排，而是因为，假如不这样安排，球队可能
都无法凑齐具备出场条件的23名球员。到

了备战与实力强劲的上海海港队比赛这一
周，津门虎队的人员情况，又出现了进一步
“恶化”。

白岳峰、王嘉楠、安杜哈尔、罗萨、埃德
尔、苏缘杰、张星亮……目前津门虎队的伤员
名单，能罗列出一长串，再加上正处在禁赛期
内的杨帆，以及本赛季从上海海港俱乐部租
借而来，根据双方约定在海港队主场时需要
“回避”的张卫，到本周六比赛的时候，津门虎
队能提交怎样一份参赛名单，又排出怎样一
个出场阵容，外界可想而知。
昨天上午，球队安排参与了和申花队

比赛的主力球员在健身房进行恢复性训
练，下午，具备参赛条件替补球员的训练内
容，则以“拉体能”为主，旨在帮助这些平时

出场机会比较少的球员增加强度，做好披
挂上阵的准备。
虽然按照正常的评判，津门虎队俨然

正处于人员使用层面的最困难时期，但是
昨天谈及这一问题，主教练于根伟却平静
地表示“没关系”。于根伟说：“一支球队一
个赛季进行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
难，人员困难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自己首
先要放平心态，哪些球员可以投入比赛，我
们就用这些球员来认真准备，争取最好的
表现。比如高嘉润，他在和申花队比赛中
的表现要比之前一场好，王政豪还年轻，可
能上一轮刚上场，显得有些紧张，慢慢应该
也会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2022女排亚洲杯小组赛
继续在菲律宾进行。中国队经过5局鏖战，以3：2险胜越
南队，赢得两连胜，5局比分为25：12、25：6、29：31、21：25和
15：12。今晚，中国队将对阵东道主菲律宾队。
由于蔡斌执教的中国女排正在备战女排世锦赛，参

加本届女排亚洲杯的这支中国女排以年轻队员为主，由
U20国青队主教练匡琦带队。虽然胡铭媛、孙海平、曹婷
婷等队员有一定的大赛经验，但球队阵容班底为U20国
青队，主攻吴梦洁、庄宇珊和接应周页彤等均为“00后”，
球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0岁。
比赛前两局，中国女排赢得相对轻松。不过从第3

局开始，加快进攻节奏和提升发球攻击性的越南队在攻
防两端逐渐进入状态，给中国队制造出不少困难。第3
局，两队一路战至29平，越南队关键时刻连得2分赢下本
局。第4局后半段，年轻的中国队没能咬住比分，越南队
抓住机会再赢一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关键的决胜局，
中国队的队员们及时调整心态，重新掌控比赛节奏。虽
然越南队一度将比分追至10平，但中国队局末阶段凭借
主攻庄宇珊连续两次进攻得手，以15：12赢下制胜一局。

本报讯（记者 赵睿）北京时间昨天，中国女足在美拉
练的第9场比赛，0：1不敌斯坦福大学女足，已经连续4
场热身赛未能取胜。

本场比赛，中国女足没有战胜去年未进入总决赛的
斯坦福女足，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对此有评论称：“美国
的大学队都是国家队水平。看看斯坦福大学拿过多少奥
运金牌再说。NBA那些巨星以前也是大学队的。”也有
评论指出：“可能这就是现实，现在的世界女足发展已经
不是20年前了。”客观地分析中国女足拉练后半程表现
不稳定，既与赛程密集，从7月份以来就没有好好休整，
队员较疲惫，加之部分主力队员中途离开有关系，同时还
应看到中国女足与世界的差距。

石宇奇复出开门红

羽球世锦赛首日 多名国手晋级

中国女足热身小负

昨天，中国足协召开了全国足球行业

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的线上工作会议。一

个小时的会议中，14次提到了广东省运会

的假球事件。由于多拉多故意冲撞马宁的

事件还没有最终定性，这次会议上并没有

被提及，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件事已经触

及了中国足球的底线。

8月21日晚进行的中超联赛武汉长江

队和河南嵩山龙门队的比赛，关注度并不

高，但由于出现了河南队外援多拉多故意

冲撞主裁判马宁的情况，引发了外界的关

注。赛后，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发布公告

称，将对多拉多进行处罚，包括但不限于：

罚款、停训、停赛、停薪、解除合同。

无法否认的是，无论马宁的执法水准

如何，在球场上用暴力行为袭击裁判，放眼

全球都是无法容忍的。无论任何比赛，敢

对裁判实施暴力，注定会遭到严惩。

在中国职业足球的历史上，教练员和运

动员对裁判实施暴力的情况并不罕见，例如

今年年初进行的中超升级附加赛中，大连人

球员和俱乐部官员赛后围攻裁判，最终被罚

款83万元，其中袭击裁判的杨浩宇被禁赛一

年。不过多拉多在比赛进行期间对裁判实

施暴力行为，算是开创了恶行的先河。

大家见惯了球员之间上演全武行，甚

至教练员动手的场面也司空见惯，但所有

人都清楚，裁判的人身安全是绝对的底

线。让人遗憾的是，中超赛场却出现了这

种情况，这不仅仅是联赛的耻辱，也是所有

从业人员的耻辱。一旦越过这条红线，职

业联赛的赛风赛纪注定被严重亵渎。

此外，广东省运会U15男足决赛的“疑

似”假球事件通过网络发酵，引发了全社会

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大家对于小球员的

成长环境忧虑和担心；另外一方面，这起事

件对赛事的公平公正性带来摧毁性的效

应，这同样是中国足球的底线。

赛风赛纪和公平公正，是中国足球的底

线，基于规则与公平的发展才能让中国足球

有前途。任何人如果想要触及中国足球的底

线，等待他的只能是严惩。 本报记者 申炜

中国足球的底线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斯诺克欧洲大师赛昨天
落幕，K·威尔逊以9：3战胜巴里·霍金斯，赢得了个人第
5个排名赛冠军，并获得8万英镑冠军奖金，在最新一期
世界排名中上升两位至第6位。
由于在赛前一周因伤退赛，奥沙利文的世界第1原

本变得不再牢固。因为世界第2特鲁姆普只要打进决
赛，就能反超他登顶。但特鲁姆普被霍金斯挡在了4强
之外，奥沙利文以微弱优势幸运保住世界头名宝座。
塞尔比、罗伯逊和希金斯分列第3至第5位。中国球员
赵心童止步欧洲大师赛次轮，世界排名下降1位至第
7。颜丙涛第15位、周跃龙第21位、鲁宁第30位、丁俊
晖第34位。

“火箭”保住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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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心居》第26、27集
施源欠钱的事，连顾清俞公
司的人都知道了。顾清俞
被人指指点点。施源不好
意思向顾清俞借钱，而是
答应了卢辛迪的要求，助
她拿下氢锋的项目。施源
用卢辛迪的钱还清欠债，
对顾清俞谎称以前的保险
到期，套出现金……

天津卫视19:30

■《我和我的三个姐
姐》第18—20集 爱兰等
人发现王世友提供的销售
图有猫腻，去找赵金志核
实。赵金志早就知道这张
销售图是假的，答应给她
所有的货都以优惠5%的
价格出。爱竹找到大姐韩
爱梅要宣传片的拍摄费
用，遭到大姐的拒绝。爱
兰、刘捷等人奔赴外地卖
酒效果不佳，在回家的途
中发生了车祸，爱兰额头
被撞破……

天视2套18:15

■《孝子》第1、2集乔
海洋陪怀孕的妻子谢言去
医院，路上接到小蔡的电
话，得知工人因为公司拖欠
工资在工地罢工。谢言自
己到医院检查。乔海洋赶
到工地，稳住了工人的情
绪。谢言检查出妊娠期高
血压，需要住院治疗。谢言
的母亲许萍来医院照看谢
言，许萍对乔海洋颇有怨
言。乔海洋来到医院，却接
到妹夫范垒的电话，得知母
亲因脑溢血住进医院并有
生命危险。乔海洋心怀愧
意地告别了谢言，踏上回老
家的路途……

天视4套21:00

■《艺品藏拍》持宝人
毕先生惊喜地发现自己收
藏多年的瓷瓶，竟然和拍场
上2亿多元成交的拍品是
同款。这件造型奇特的瓷
瓶，究竟讲究在哪儿？它的
价值能否给持宝人带来惊
喜呢？经常帮朋友掌眼的
张先生，最近被难住了，朋
友新入手的一个小玉件，让
他有点儿看不懂。雕工精
美，背后还刻有“乾隆御赏”
字样的玉件是干什么用
的？它是不是乾隆皇帝的
赏玩之物呢？

天视2套20:30

■《今日开庭》魏先
生开了家汽修厂，生意一
直不错，跟客户相处挺
好。谁知道前不久接的一
单生意，却让他头疼不
已。车给客户修好了，修
车的钱却迟迟到不了账。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