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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让我很受伤
负面新闻让我失去角色

张馨予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直面负面新闻事件

王思诚表示，不少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兴趣班时，机构是
否离家近常常被当做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然而离家近的
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家长应从机构的历史、品牌文化、课程安
排等方面进行了解，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带孩子一起去试课。”

试课可以让孩子亲身感受一下喜不喜欢这个课程、喜不喜
欢这个老师，家长则可以观察机构的教学环境、教学内容是否
适合孩子。此外还有安全问题等，都是家长需要考虑的因素。

王思诚建议：选择兴趣班，第一，家长要发现孩子的兴趣
和天赋，多让孩子尝试不同的事物，引导他发现自己的兴趣所
在；第二，家长可咨询相关老师，多听专业老师的意见。比如有
的孩子某项条件并不适合参加某类活动，而有的孩子各方面
都很适合，老师会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给出不同的意见。

为致敬八一，给成都娃一个意义非凡
的暑期记忆，成都商报与恒大集团四川公
司联合主办的大型军旅体验活动——恒
大雏鹰训练营正式开启，旨在培养孩子良
好生活习惯，提升孩子团队意识。近一周
来，包括跟谁学、问对教育、芝麻街等在内
的百家机构联袂加盟，共同助推雏鹰计
划！报名通道一经上线，预报名人数过万，
600个体验名额被一抢而空！
■8月12日 首场“战役”即将打响

600名5~12岁，来自成都各个家庭的
小勇士，已经集结完毕，蓄势待发！8月12
日，首场“战役”打响，小勇士们将奔赴“前
线”，经历军旅生活的洗礼！恒大雏鹰特训
营结合青少年的成长特点，充分模拟了雏
鹰的成长过程，打造了4大“战役”，分4个
训练阶段进行：雏鹰离巢 、展翅高飞、浴
血雄鹰、鹰击长空之最后“战役”。
■11天7夜 晋级制度挑战成长极限

随着“战役”的推进，体验项目逐渐增
加，挑战难度将不断升级！第一“战役”，开
展军事基础训练，让学员变得独立、自信、
有担当；第二“战役”，进行安全预防、防灾
减灾训练，增强学员冷静面对危机的能
力；第三“战役”，体验军事体育项目，提升
学员心理素质；第四“战役”，对前几期培
训进行大总结、大汇演，使学员的成长得
到质的飞跃。
■百人团队 打造儿童版军旅小世界

多名金牌教练、著名心理专家、教育
专家助阵雏鹰特训营，还有生活老师、安
保人员、医护人员、顾问人员、宣传人员，
组成强大的执行团队，为学员营造真实感
强、体验性高、安全健康的军旅氛围，保证
活动顺利开展。

教练团队中，有曾参加多次反恐任务
的退役军事教官、拥有 13 年户外体验式
培训经验的培训教官、多次参加国家重大
消防灾害救援的消防部队退役教官，他们
将扎实的军事基础训练和危机应对技能
传授给学员。此外，著名心理专家、教育专
家还将带来趣味讲座，帮孩子建立自信；
安保人员、医护团队也将全程陪伴。

百家机构联袂加盟，助推雏鹰计划

600名小勇士
蓄势待发！爱上兴趣班的“明星宝贝”

我们正在寻找你！
成都儿童暑期才艺展示暨评选活动开始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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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假，“兴趣培训”都
会成为家长们热议的话题，该不该送孩子去

上兴趣班也是不少家长的困惑。一方面，有家
长主张孩子应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实行“放

养”政策；另一方面，一些家长则用各类兴趣
班填满孩子的所有时间，于是，“家长陪读兴趣

班，直喊比上班还累”、“‘虎妈’一口气给娃报
八个培训班”等消息常常见诸报端。家长的焦

虑、孩子的无奈让“兴趣班”的话题始终热度不
减，并且总是与“强迫”、“负担”、“功利”等负面词

汇挂钩。
然而，兴趣班里也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热

爱正在学习的内容，是兴趣班里的活跃分子；他们
总能在自己拥有的才艺和特长中找到自信，无论走
到哪儿都能成为闪亮的“小小明星”。同时，他们的兴
趣培养方式和学习经验也值得与更多的家长分享。

如果你是这样的孩子，那么你就是我们正在全城
搜寻的兴趣班里的“明星宝贝”！

这不是一场才艺大比拼，更不是一场学科竞赛，相
比技艺的高超，我们更看重孩子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
性。因此，为了给不畏酷暑，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坚持不懈的
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和鼓励，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特别
推出“兴趣班里的‘明星宝贝’”暑期才艺展示暨评选

活动，优胜者还有机会成为成都儿童团的年度
形象代言人哦。

不论你会吹拉弹唱，还是体育健儿，
抑或拥有“最强大脑”，只要你快乐、

自信、有特长，那么你一定就是
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他！

“兴趣班里的‘明星宝贝’”
暑期才艺展示暨评选活动

报名时间：8月8日~8月12日

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成都儿童团”（微信号：
cdett1），在对话框中输入“明星宝贝”，根据自动回复的
提示，在后台进行报名即可（不涉及任何费用）。

报名条件：4~14岁儿童，才艺、特长不限，艺术类、体育
类、学科类（如奥数、外语、作文等）均可。

评选规则：1、分为幼儿组（4~8岁）和少儿组（9~14
岁），分别评选出10名“明星宝贝”，前三名分别获
一、二、三等奖。
2、评选将采用人气投票和专业教师评审推

举相结合的方式，人气投票占40%，
专业评审推举占60%。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实习生 季群岭

功利性学习
理想画室校长肖立鹤介绍说，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对

于兴趣爱好的学习，其目的性和功利性会逐渐增强，尤其三
年级，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

“三年级以前的孩子学画画，多是出于对画画本身感兴
趣；而三年级以后，不少孩子可能会转而学习奥数、英语等对
升学有直接帮助的学科，继续学习美术的孩子，也可能多是为
了今后走艺体特长生的道路。”肖立鹤说，带有太强的功利性
去学习，对孩子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它违背了教育的初
衷。就拿美术来说，画画对于小朋友而言，可以从小培养孩子
的创造力，打开孩子的思维，培养其动手动脑的能力。如果家
长一味想着学习是为了应对考试、考级等，不仅会抹杀孩子对
美术的兴趣，还可能禁锢孩子的创造性思维，得不偿失。

“小孩对某个项目没有学习的兴趣，如果家长强行替他选，
只会让他更加没兴趣，或许未来这项才艺也会和孩子无缘。”成
都市星光艺术团团长王思诚说，兴趣是孩子自己的，取决于家
庭环境以及平日里来自父母的影响，这个影响与父母的行为有
很大关系，比如父母的聊天内容、带孩子参加的活动等，孩子可
能因为在家中的耳濡目染而对某一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

那么怎样发现孩子的兴趣呢？王思诚说，家长可以直接
询问孩子，让他谈谈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家长再
根据孩子是否需要或是否适合学习来选择兴趣班。比如孩子
性格内向，那就要考察可以改变他内向性格的兴趣班有哪
些。另外，家长还可以从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里发现孩子的兴
趣，这就要求家长用心观察。

强加家长意愿

离家近的就好3

2

1

成都商报：生活中的你是什么性格？
张馨予：一个比较简单的人，就是非

黑即白，想的东西比较少。我不喜欢绕弯
子，也懒得去想太多的这个那个的东西。

成都商报：能谈谈你的爱情观吗？
张馨予：我现在还是单身，一直在工

作的状态，我对爱情或者另一半都没有
特别多自己的想法，或者希望他是什么
样，给他定一个类型。只有一个，我们相

互是有感觉的，这就是唯一的要求。非常
地顺其自然，不会有太多的条件什么的。

成都商报：很多女星今年结婚了，有
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完成婚姻大事？

张馨予：结婚和生小孩这些都是非
常随缘和命中注定的，它是没办法去安
排或者没办法去计划的东西。这一方面，
我都是交给老天爷去处理，就是随缘吧。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成都商报：你怎么理解马芳铃这个角色？
张馨予：马芳铃这个人物前后的反

转很大，一开始像阳光下盛开的明媚花
朵，但是到后来为了复仇，她练了一个武
功，被黑化了。这个角色戏剧张力很大，
一看到剧本我就很喜欢，就想尝试。

成都商报：剧中两个重要的女性人物
——马芳铃和翠浓，哪个更像现实中的你？

张馨予：肯定是马芳铃。她外表有一
点高冷，但内心是柔软的。我俩的恋爱观
也比较像，就是直来直去一种纯粹的恋
爱方式。而翠浓顾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成都商报：如何看待被黑的历史？
张馨予：现在网络时代，你会发现越

来越多的明星很容易因为一件事情被黑
得体无完肤，不只是张馨予。所以在这样
的一个时代，我觉得每一个明星、每一个
艺人，首先要有一颗特别强大的内心才
可以熬过去。因为网络暴力看起来是无
形的，但其实它可能会比一个人打你一
拳还疼，还更受伤，真的是这样。

它是直击内心的一个东西，你看进
去了就会很受伤。但你如果把它们当作
浮云的话，你完全可以把它们等同于看
不见的东西，它们就是零的存在。所以，
自我的消化能力和自己的一个心态是很
重要很重要的。我已经在慢慢地让更多
人关注我的角色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开始，我会更加努力的。

马芳铃这个人物前后反转很大

成都商报：对话题女王称号怎么看？
张馨予：既然在娱乐圈，这是很正常

的，大家也要有娱乐精神。我很爱演戏，
它甚至是我的一个精神支柱，每次演完
戏我觉得吸收到了很多。别的东西不用
去管太多，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好。

成都商报：会不会有烦恼？
张馨予：把我推到风口浪尖的，或许

很大部分是我的性格吧。我不喜欢隐藏

太多东西，有朋友说，你怎么把微博当朋
友圈一样发呢？希望有一天大家不去关
心我的绯闻，更多关心我的作品。

成都商报：那些话题，会不会对你接
戏有影响呢？

张馨予：肯定有影响。有一段时间，
因为这些负面新闻我失去了很喜欢的角
色。但也只是那一段时间，现在慢慢已经
好很多了，我相信自己可以坚持下去的。

既然在娱乐圈，大家也要有娱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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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是直击内心的东西，你看进去了就会很受伤

我们相互是有感觉的，这就是唯一的要求

继《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之后，李
安迟迟不发的新片备受期待。昨日，李
安决定正式将新片全球中文片名统一
更名为《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原名

《半场无战事》）。值得一提的是，李安
导演这次重用了爱子李淳主演一个美
国大兵。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
李淳分享了父亲的教育，也披露了接
受“魔鬼军事训练”的幕后。

演戏之前
李安要求儿子军事训练

据了解，李安新片《比利·林恩
的中场战事》根据畅销作家本·方丹
的 小 说《Billy Lynn's Long Half-
time Walk》改编，讲述一名19岁的
年轻士兵比利·林恩，因伊拉克战场
上与敌军的一场激战成了美国英
雄，他和战友们受邀至全美橄榄球
比赛的中场休息授勋，却引发了其
对人性的终极思考。

李淳此次饰演比利·林恩在B队
的战友。正式拍摄之前，李安要求李
淳和B队成员参加为期两周的密集
军事训练，更请来五位来自美国海豹
部队、陆军特种部队的教官来训练他
们。“训练时三餐都吃一样的东西吃
到怕了，所以结束训练，我第一件做
的事就是去吃汉堡。”李淳回忆道。

拍摄之后
李安满意大兵李淳的表演

其实一开始儿子参演自己的电
影，李安是担心的，“怕有不良示范，也
怕（被）说，他是我小孩。这么大的一个

戏，他要表现不好（怎么办）。不过他
很称职，我没有对他发过脾气。我常
常教导演员，不要对镜头做戏，他的
话，我却需要提醒他，镜头在哪里，他
太老实了，跟我一样。”对儿子在片中
的表现，李安还是满意的，“他接受训
练时没有抱怨，还交到很多朋友。”

跟随父亲在美国成长的李淳，毕
业于纽约大学戏剧系，早先出演过《圣
子》《宿醉2》和《风中家族》等电影，也
曾在李安执导的《喜宴》中客串一个角
色。谈到父亲的教育，李淳的回答让记
者有些意外。“我一直在学《论语》和唐
诗”，还在学京剧方面的知识。

李安新片
全球首部120帧率电影

李安之前的作品大都很文艺，但
从《少年派》开始，李安玩转3D技术，
变身“技术控”，不只是3D，而且是
120高帧率制作，《比利·林恩的中场
战事》也是全球首部120帧率电影。

帧率，即每秒显示的帧数，120帧
率则指每秒显示120帧画面。此前，
大导演彼得·杰克逊拍摄《霍比特人》
系列时，将常规的24帧率翻了个倍，
达到48帧率，业内评价：感觉不像在
看电影，更像是“现场围观”。如今，李
安新片帧率达到120，更能给观众带
来身临其境的感受。不过，国内目前
的影片放映设备，绝大多数只能达到
常规的24帧率。记者了解，《比利·林
恩的中场战事》可以普通4K格式放
映，所以影迷不用着急。该片预计将
于2016年11月11日上映。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李安新片更名《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成都商报专访李安之子李淳——

参演李安电影
父亲也怕不良示范

李淳（左）、李安与同组演员合照 李淳供图

张馨予
在《新边
城浪子》
中饰演马
芳铃

从出道前的不雅照传闻，到与李
晨、吴卓羲等人分分合合的感情史，再
到和范冰冰在微博上斗……自出道以
来，张馨予似乎一直处于舆论的漩涡
中。近日，根据古龙小说改编的《新边
城浪子》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剧中女主
角、“武林第一美女”马芳铃正是由张
馨予主演。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采访到这位
话题缠身的女星，从“黑历史”到爱情
观，张馨予并不回避，坦言因为此前的
负面新闻，让她失去了很喜欢的一些
角色，更无奈作品经常被绯闻盖过风
头，“希望大家认可我的表演。”

成都儿童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