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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喜剧之王》女主角曝光
宋丹丹是她师父

由周星驰执导的电影《新喜剧之
王》将于大年初一上映，昨天，片方正
式解锁女主，曝出女主版海报。海报
中，面部脏兮兮的鄂靖文拿着手机，在
镜子前为家人报上喜讯：“妈，我挺好
的，这一次我有台词！”女主角鄂靖文
扮演的如梦作为女版尹天仇出场，脸
部的淤青，嘴角的伤口令人心痛……

《新喜剧之王》讲述着小人物的奋斗历
程，大年初一即将和观众见面。

早在《新喜剧之王》宣布定档大
年初一时，无数影迷就纷纷开始猜测
女主角是谁。如今女主身份的尘埃落
定更是燃起了影迷们对她本人的好
奇。其实，鄂靖文也是龙套出身，甚至
扮演过的角色连片尾字幕都不曾出
现。面对突如其来的周星驰电影女主
角，她表示自己收到面试通知时甚至
不敢相信。“副导演打了三次电话，给
我看了微信截图后我才相信，一开始
以为是诈骗。”

对于周星驰为何会选择她作为女
主角，她表示戏中的角色如梦和自己
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性格上，比如大
家嘲笑她挖苦她，她都觉得无所谓，生
活中我也是这样。”她还表示自己的经
历和如梦很相似：“毕业后一直在打
拼，没有放弃没有转行才有了今天这
个机会，所以挺像的。”

据悉，鄂靖文参加过不少喜剧综
艺节目，她曾在综艺节目《笑傲江湖》
第三季中被宋丹丹相中，宋丹丹对她
的表演颇为赞赏，并收她为徒弟。在鄂
靖文的微博中，宋丹丹生日时鄂靖文
曾发微博祝师父生日快乐。鄂靖文是
东北人，原名鄂博，演过不少话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谈新片 第一次把舞台剧改成电影

张达明告诉记者，他已经七年没来成都
了，他非常喜欢成都，这次来成都还专门见了
老友廖健，两人在2011年曾合作电影《嘿店》，
张达明表示，“我七年前来过成都，很喜欢这
里。我晚上要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我很喜欢
吃鸭血和脑花。”

《家和万事惊》讲述了一家五口在面临房
子、邻居、生活拮据等各种问题时，唯一能缓解
焦虑的窗外海景被一块广告牌所遮挡，为了反
击广告牌主人，众人做出一系列疯狂的计划。
吴镇宇、古天乐、袁咏仪等香港实力演员多年
后携手合作。很多观众都对吴镇宇饰演的儿子
和张达明饰演的父亲在天桥上的一段对戏深
深打动：屡受挫折、走投无路的吴镇宇终于在
爸爸面前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连日以来所

承受的巨大压力也在哭声中释放。这一剧情设
定让人动情。事实上，张达明比吴镇宇还小了
几岁，他这次化了一个老年妆。

张达明这次在电影中身兼数职，除了担
任主演，还是编剧、监制，谈起自己的这部新
片，张达明表示，“我第一次把我的舞台剧改
成电影，我一直没有停止写剧本，我常常躲在
家里，两年、三年写一个剧本，我去年写剧本
还得了一个奖，我不能停，我一生的工作就是
这样。这部电影我也是监制，我从来没有当过
电影监制，真的很不容易的；我也是主演，我
从来没演过这么老的角色，这个角色要全面
化妆，拍这部电影时每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大的动力。”

张达明写过很多舞台剧，他也希望把这
些舞台剧搬上银幕和更多人分享。“《家和万
事惊》是演出最多的一部。这个故事里有城市

的转变，一家人在其中的转变，我希望一个有
内容的东西会让更多人看到。我希望跟观众
有交流，希望观众提出问题，我希望这个电影
是有内涵的，观众一边笑一边想该怎么办
呢？”张达明还透露，他也根据时代对剧本做
了改变，“比如之前挡住他们家风景的是另一
个小房子，后来改成了广告牌，更搞笑也更具
有时代气息。”

谈经历 生病后对角色要求有变化

张达明在2011年发现患癌，他还曾一度
因罹患癌症息影，经历多年艰辛的抗癌路，
如今病情已经得到控制。虽然张达明看上去
十分消瘦，但十分乐观，精神也非常好。张达
明说，10 年前邱礼涛导演相中了这部剧本，
想要拍成电影，后来又得到吴镇宇的支持，

如今终于得偿所愿。《家和万事惊》网罗了吴
镇宇、古天乐、袁咏仪等明星，问及如何请到
这些明星来助阵，张达明直言：“他们很难请
到的，我向他们介绍这部电影的好处，不是
随便搞笑也不是太痛苦，是给观众思考的。
再就是我当监制，他们知道我生过病，他们
来给我帮忙，他们真的很有爱心，这是他们
对我的鼓励。”张达明透露，吴镇宇在电影里
有哭戏，很感人；袁咏仪很漂亮，但在电影里
角色变化也非常大。

张达明表示，自从生病后对角色要求也
有一些变化，他直言：“我病了，不能动，你让
我跑我怎么演呢。这是因人的变化，我现在年
纪大了，五十几岁了，让我吊威亚，演二十几
岁也演不动了。”记者面前的张达明侃侃而
谈，看上去精神很不错，问及如何保持旺盛的
精力，张达明回答：“就是一直做，有些事情特
别有力量，动力大一点，比如说，如果我不是
来成都，我去其他地方可能没这么大动力，因
为我很久没有来成都见我的朋友了，今晚也
很重要，我不是明星来跟大家拍照的，我是来
听观众对电影的看法和感受。这点让我更加
有动力，这很重要。其实跟我们电影说的一
样，找一个窗能看到美丽景色，心情会好一
点，会有些向前的动力。”

过去的不幸遭遇也给张达明的性格带来
变化，张达明直言，“我有看开一点，也有悲一
点，很难说，我还没经历完呢（笑）。对于一些
小的事情，比如跟人家争论，我说放下吧，这
都是小事。生死是大事啊，健康是大事。争吵
啊，打架啊对我来说不重要，经历过大事，就
会看淡一些小事。可是我对吃的不能放下，我
要去成都吃好吃的（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家和万事惊》明日上映，独家专访主演张达明——

经历过大事，就会看淡一些小事
由吴镇宇、古天乐、张达明领

衔主演的喜剧《家和万事惊》将于1
月18日上映。近日，多年不来成都
的张达明突然以该片监制、编剧和
主演的多重身份，参加了成都影迷
见面会。在活动前，张达明接受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独家专
访，除了谈新片，张达明还讲起自
己的经历，张达明一度因罹患癌症
息影，经历多年艰辛的抗癌路，如
今病情已经得到控制。提起自己心
态的转变，张达明直言，“经历过大
事，就会看淡一些小事。”

尽管“心理的恐惧”已然作古，但中韩之战无
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是两国球迷极度关注的焦点战
役。比赛前两天，中韩两队半公开训练，双方记者
便展开了军情互探。韩国队训练场边中国队记者
甚至多于韩国同行。而来到中国队的大本营，韩国
的记者数量同样不逊于中国同行。在中韩首发大
名单出来了之后，韩国媒体那边热议的话题就是
武磊为何不上，而中国媒体这边的话题则是孙兴
慜作为队长首发出场。“为什么武磊不去欧洲效
力？”李因涣对于武磊的选择非常不解，就像菲律
宾主帅埃里克森谈到的，武磊去欧洲最大的障碍
不是能力而是金钱，“武磊在中超联赛的收入比在
英超纽卡斯尔效力的寄诚庸还高，这确实是个问
题。”李因涣进一步表示，“我觉得中国足球方面应
该有远见。在联赛范围，应该让年轻的有能力的球
员去欧洲效力，提高自己。”

中韩足球交流不仅仅在于比赛和球员在俱乐
部层面的互动。韩国足协这几年一直在国际足联、
亚足联的层面拉拢中国足协，以加强在国际足球舞
台的影响力和存在感。去年一度还传出韩国足协欲
联合中国足协成立东亚足联的消息。随后，韩国足
协主席郑梦奎又宣布：韩方正积极推进东亚中日韩
朝四国申办2030年世界杯。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李因涣对记者表
示，“这样可以整合多方面的资源，确实是一个可行
的提案。由于韩国和日本曾经在 2002 年举办过世
界杯，所以再单独给我们的可能性不大。而中国正
在努力的申办世界杯，所以我觉得可以联合做这个
事情，韩国和日本也有非常多的经验。”从恐惧到学
习，从互动到合作，中韩足球留给世界足球的印象，
正是这种频繁互动下的复杂情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发自阿联酋
阿布扎比

“崔康熙是韩国足球教父级的主教练。
如果他真能在中国执教的话，我认为他能
带给中国球队很多的东西。”韩国OSEN新
闻记者李因涣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表示。2018年11月，崔康熙正式离开执教多
年的韩国联赛霸主全北现代队，转而执教
中超天津权健队。权健高层去年亲自前往
韩国，邀请他前来执教，并许下了给予大笔
引援费用和世界名帅才享有的年薪。这样
大把花钱的豪门，最终打动了崔康熙，他早
早地做好了执教计划，甚至还打算带两名
全北旧将前来。据李因涣透露，崔康熙执教
的最后一场比赛，全北现代在开局进球后，
所有的球员都跑向教练席，向主帅崔康熙
行跪拜礼，以感谢他的栽培之恩。

这感人的一幕过后却是荒唐，在崔康
熙接手权健队不久便因为众人皆知的风
波，权健被天津市体育局托管，更名为天津
天海，原本打算在中超大展宏图的崔康熙，
遭遇重大变故。就在亚洲杯“中韩大战”即

将打响之时，据央视足球记者刘思远昨日
在微博上曝料，目前天津天海已经给崔康
熙教练团队发出解约函。而后者已经向俱
乐部发出了抗议，并且准备17日在天津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表声明。刘思远透露，虽然
天津天海俱乐部方面十分认可崔康熙的执
教能力，而且他们知道韩国铁帅也是“权
健事件”的受害者，但现阶段天海俱乐部的
经济状况，已经无力支付崔康熙团队高昂
的年薪。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天津天海全队还
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冬训，他们的驻地距离
国足在亚洲杯所在的驻地阿布扎比亚斯岛
不足50公里的距离。当时还是权健时期的
球队高层给他们预订了阿布扎比皇宫酒
店，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为奢华的酒店，斥
资30亿美元修建，也是世上唯一的八星级
酒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皇宫酒店
现场看到，该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出现在酒
店餐厅附近，脸上是难以言喻的复杂表情。

一场繁华一场梦。如坐针毡的崔康熙没
有心情享受这个全世界最奢华酒店的私家
海滩和蓝天白云，而是离开球队、紧急赶回
天津与俱乐部高层沟通。虽然崔康熙理解俱
乐部目前所处的困境，但是他依然表示抗议
俱乐部如此不职业的举动。在用完了酒店预
付款之后，天海队就将会低调地开阿布扎
比，回国应付烂摊子。“我认为这是非常不专
业的。”韩国OSEN新闻记者李因涣对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同时他还预警，

“不但是崔康熙，我认为还有延边富德的韩
国籍主帅黄善洪现在也很危险，包括多位韩
国籍亚洲外援球员也有可能被解雇。”

崔康熙的故事其实是中韩足球交流的
一个插曲。在百度百科上，如果你键入“恐韩
症”这个词条，出来的解释如下：中国国家男
子足球队恐惧韩国队的一种“病症”，是一个
由记者创造出来的、令广大中国球迷痛苦万
分的词汇。持续时间为1978年12月16号至
2010年2月10号。2010年2月10日这天高洪
波率队在东亚杯上3比0大胜韩国，也终结
了国足32年27场国际级比赛逢韩不胜的记
录。事实上，即使没有这场标志性的胜利，随
着岁月的流逝，更年轻的国脚们对于韩国队
精神的恐惧也已然消磨殆尽。当然这不意味
着中韩两队的实力差距被填平。

由于常年被韩国队压制，中国足球开
始主动地学习韩国足球身上一些经验，比
如意志品质和战术打法。由此，不断有韩国

籍主教练和球员来到中超联赛效力。恒大
后卫金英权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案例，他在
广州恒大拿着天价年薪，随队拿到了中超
冠军、亚冠冠军，还有机会出征世俱杯的比
赛。在恒大的表现也让他被韩国国家队青
睐，成为了国家队主力中后卫。金英权之
后，张贤秀、金基熙、权敬源等韩国球员纷
纷来到中超，韩国籍亚洲外援成为中超球
队的标配。此外，崔龙洙、黄善洪等韩国优
秀年轻教头也被中超球队挖来。但是在中
超外援政策的不断改变下，中超赛场的“韩
流”已告一段落，韩国教头也逐渐被冷落。

“在韩国，我们也知道‘恐韩症’这个说
法。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就在亚洲杯上，
韩国队也曾被中国队压制。”李因涣表示，

“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2000年黎巴嫩亚洲
杯，韩国队也是和中国队分在同一个小组，
结果小组两队战成2比2，中国队进球的是
宿茂臻和范志毅。中国队获小组头名，而韩
国队仅列小组第三勉强出线。”事实上，里
皮入主国家队后，国足对阵韩国战绩并不
落下风，前年的12强赛长沙夜1比0小胜；
2017 年末东亚杯，加入不少U23 球员的国
足也以2比2逼平了对手。而且，里皮是亚
洲杯24强主帅中唯一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
主教练，非韩国队的保罗·平托可比。“中国
足球正在不断提高，你们很有雄心也有财
力，我相信未来是我们的强劲对手！”李因
涣对记者表示。

昨晚，2019亚洲杯小组赛C组第三轮赛事展开，中国队以0比2负于韩国队，
韩国队小组赛3战全胜获得小组头名，中国队2胜1负列小组次席；1/8决赛中国队
将对阵泰国队。

这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中韩大战了。对于中韩大战，两国球迷总是充满着复杂的
情绪，不只是中国有“恐韩症”的说法，韩国人也对中国队存在一种“输不起”的情绪。

赛前，韩国足协便在官方社交平台上征集中韩之战的口号。比赛前两天，中韩两
队半公开训练，双方记者便展开了军情互探，韩国队训练场边的中国队记者甚至多于
韩国同行。而在中国队的大本营，韩国的记者数量同样不逊于中国同行。等到赛前新
闻发布会，中韩甚至包括美国、德国等媒体的记者挤满了发布厅。大家几乎都在询问
同一个问题：“中国梅西”武磊和“韩国C罗”孙兴慜，今日一战能否率队披挂上阵？

“互相帮助又互相敌视的关系吧。其实中国足球需要韩国的技术经验，而韩国
足球也羡慕中国的市场和资本力量。”韩国OSEN新闻记者李因涣在接受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的确，其实中韩足球一直是相爱相杀的复杂情感。甚
至韩国队主帅都选择了非常了解中国、曾是重庆力帆主帅的保罗·本托，而中超联
赛也“抢走”了韩国足球的功勋教练崔康熙。

从跪地拜别到解约函
尴尬的韩国教头崔康熙

廖健（左）为老友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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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VS孙兴慜

“恐韩症”后主动学习
频发互动背后 中国足球已不容小觑

韩国拉中国联办世界杯
从恐韩到互通有无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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