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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千嬅首次世界巡演
广州开秀

3月30日晚7时，由成都艺高旗舰娱乐与正
向文化娱乐联袂出品的“My Beautiful Live杨千
嬅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广州海心沙举行首场演
出。出道 24 年的她终于迎来人生中首次世界巡
演，可容纳18000人的场地座无虚席，满场的荧光
棒汇成了一片紫色的海洋。《小城大事》《烈女》

《再见二丁目》……首首都是经典。
2008年与丁子高结婚后，杨千嬅无论在事业

上还是家庭上，都称得上“人生赢家”。始终都对现
状知足的杨千嬅，从没想到会有这场巡演，她在受
访时说，“我都结婚有孩子了，年纪也不小了，在我
自己心中（巡演）好像很遥远，但是没想到我先生
的鼓励，让我可以迈出第一步。”“正能量”是杨千
嬅最希望带给歌迷的东西，“巡演的主题就是美丽
人生嘛，我想在舞台上通过自己的歌声配合丰富
的歌舞，去表达不同阶段拥有的美丽人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杨千嬅成
都演唱会将于今年下半年举行。她保证不会因地
域不同而改变粤语歌的比例，她说，“改了歌迷一
定会失望，首场我们就按照歌迷要求，改了歌单，
加入《小星星》和《炼金术》。我相信音乐的语言不
是障碍，最重要的是歌词的共鸣，我相信这些歌
陪着他们长大，对我来说也是记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2018-19赛季西班牙足球甲
级联赛第29轮上月30日展开。在
一场“加泰罗尼亚德比”中，巴塞
罗那主场2：0战胜同城对手西班
牙人。

在诺坎普，梅西的两记进球
助巴塞罗那赢得胜利。此前连续
五场首发的中国球员武磊本轮进
入替补席，并在下半时替补出战，
但未能在比赛中有所斩获。目前
巴塞罗那以21胜6平2负积69分继
续强势领跑西甲，领先排在第二
位的马德里竞技10分。而西班牙
人则以9胜7平13负积34分的成绩
下滑至西甲第14位。

西班牙人开场后的收缩防守
令巴塞罗那久久未能攻破对手大
门，上半时双方战成0：0平。下半
时，第64分钟，武磊替换博尔哈出
战。第71分钟，巴萨获得禁区边缘
的任意球，梅西罚出的皮球被维
克托-桑切斯在门线上碰到后弹
入球门左角。第89分钟，巴萨再入
一球，马尔科姆禁区左侧横传，梅
西点球点附近低射破网，将比分
锁定在2：0。

马德里竞技本轮客场挑战阿
拉维斯，萨乌尔第5分钟小禁区左
角上为客队首开纪录，迭戈-科
斯塔第11分钟禁区弧处弧线球扩
大比分。下半场，第59分钟，莫拉
塔单刀带球突入对方禁区，面对
对方门将轻挑破网。第69分钟，格
列兹曼的一记射门击中门柱。第
84分钟，托马斯禁区外劲射破网，
为马竞将比分锁定为4：0。

在当日的其他两场比赛中，
联赛排名第四的赫塔菲主场0：2
不敌莱加内斯，徘徊降级区边缘
的比利亚雷亚尔则在客场2：3负
于同样在为保级挣扎的塞尔塔。

据新华社

3月30日深夜，受到万众瞩
目的西班牙人客场挑战巴萨一
战，武磊VS梅西的剧情终于上
演，这一对决在赛前被寄予厚
望，甚至连西班牙最大的媒体
马卡报都在头版放上了武磊与
梅西的头像，并以“中国人的国
家德比”来形容这场比赛。

但事实的情况，却是武磊
被西班牙人主帅雪藏，在下半
时，武磊替补登场亮相了30分
钟。而令人吃惊的是，武磊登
场后踢得竟然是中锋位置，这
是他留洋西甲后首次享受这
样的“待遇”。

本场比赛，武磊在比赛的
第75分钟造成一次绝佳的抢
点机会，而他在第84分钟也险
些造成特尔施特根失误。而梅
西也独中两球，巴萨两球完胜
西班牙人。据WhoScored赛后
官方给出的统计中，武磊本场
比赛的传球成功率为57%，并
获得了5.8分的不及格成绩，这
一评分排在球队出场球员中
的倒数第三。

倒数第三的得分和武磊
PK梅西失败，两次机会被巴萨
球员朗格莱破坏，这让中国球
迷对武磊的期望形成了巨大
的反差，赛后网上有很多中国
球迷进行了反思，主题就是：
是否对武磊给予了不正确的
期待。

其实，在替补出场的时间
里，武磊也展现出了自己的特
点，在有限的时间里发挥了正
常的水准。作为一位才加盟西
甲的“新人”，武磊能有出场机
会，面对巴萨的顶级球员们不
怯场，踢出一些给人留下印象
的瞬间就已经对得起人们的
期待了。

指望西班牙人拿分、武磊
面对巴萨进球，从现实来说，
是不切实际的期待。要知道，

在本场比赛之前的交锋中，两
队共在西甲联赛相遇169次，
西班牙人只赢下了其中的34
场，而巴萨赢下了98场。在武
磊替补登场之前，西班牙人全
场被巴萨压制，巴萨破门只是
时间问题，并不是一个武磊就
能扭转局势。

武磊做到了这一点，从赛
后《世界体育报》、《阿斯报》、

《先锋报》等多家西班牙媒体
也给了他颇为正面、甚至优秀
的评价可见一斑。比如，作为
著名的巴萨“喉舌”，《每日体
育报》并没有像只看数据来打
分的Whoscored网站一样给武
磊低分，相反他们给予了武磊
不错的7分的评价，在西班牙
人队所有出场的球员当中仅
次于得到了8分的门将迭戈-
洛佩斯。《每日体育报》用了

“充满动力”来评价武磊：“他
差一点就让巴萨感到不爽，在
球场上武磊的速度非常快，充
满动力和斗志。”

回想起来，上一次中国球
员能够在正式比赛中和巴萨
交手，还是3年多以前恒大和
巴萨的那场世俱杯。武磊的这
次登场亮相也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这是中国球员第一次在
西甲比赛中在足球圣地诺坎
普球场亮相，也是时隔17年
后，又一次有中国球员在诺坎
普球场出场比赛。

在五大联赛的舞台上，中
国球员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和
这样的超级球队过招的机会
了。因此抛开“PK梅西”这种纯
粹造势的噱头，武磊有机会跟
巴萨进行对抗，本来就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虽然昨晚的武磊
没有制造中国球迷梦想中的
惊喜，但已经算是合格地完成
了使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柏林当地时间2019年2月16
日晚，在第69届柏林电影节的盛
大闭幕式上，中国演员王景春、
咏梅凭借《地久天长》获得最佳
男主角、最佳女主角银熊奖。男
女主演能同时得奖，也是对影片
的一种肯定。组委会表示，《地久
天长》获奖，是表彰其在中国电
影事业发展中作出的成绩和在
国际上的影响力。

猫眼数据显示，上映9天，该
片票房有近4000万，对于艺术片
来说，着实不易。在接受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采访时，王小帅有
些无奈地笑言，《地久天长》拍了
5年，每个人用了所有的心血，

“我们拍得不急，也希望大家不
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拍，也希
望电影停得长一些。”拍《地久
天长》时，王小帅多次被感动。

王小帅说，自己感动的有几幕，
比如剧中老两口上坟那一幕，
没有任何场景的设置，但看到
两位演员最普通的举动，就控
制不住眼泪。

对于电影时长的问题，王
小帅解释，《地久天长》之所以
时间长，是因为电影中时间跨
度达30年，涉及了几个家庭，要
把故事讲清楚必须那么长。《地

久天长》是王小帅“家园三部
曲”第一部，王小帅说，接下来
的两部不会太快，“如果景春、
咏梅愿意拍，我们也可以合作。
现在八字刚完成了一半，我们
一部一部做，慢慢做，也希望第
一部的好反响，促使我们继续
下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谈角色 / 向真的性格和我差别很大

和赵宝刚多年前的《奋斗》《北京青年》等作品
一样，《青春斗》讲的依然是青春。此前，导演赵宝
刚曾表示，郑爽给他的感觉就是真实、真诚、敢说，
这一点跟剧中的“向真”很像。对于郑爽的演技，赵
宝刚也一脸满意，甚至称郑爽这一次是演技炸裂。

在郑爽看来，向真这个角色和自己的性格，以
及以往的角色差别很大，“向真是一个敢想敢说敢
做的人，和我的性格差别很大，我要不断突破自己
的心理，这一点我做到了，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郑爽笑言，演向真的每一天都心惊胆战的，向真是
一个敢说敢想敢做的人，但做事虎头虎脑，莽撞的
性格也让她遇到很多麻烦，“我比较内向，想说的
话不敢说，性格有点压抑。我希望向向真学习。”

谈青春 / 我的青春是耗着的

对于自己的青春，郑爽坦言，自己的青春有点
耗着，“那会儿签约公司，给我安排通告我也不太想
上。综艺节目嘻嘻哈哈、咧个嘴，真的让我很不舒
服。”演员光鲜生活的背后，则是不为人知的孤独。

“以前拍第一部电视剧时，也没想一下就能成功。你
要拍电视剧，要得到角色，就需要签约公司，不是自
己能说了算的。不是每件事情都是自己喜欢做的，
为了等待一件喜欢的事情，要付出很多时间。”

郑爽坦言，之前毕业就去演戏，是因为真的
不想在校园里斗，因为在校园里竞争压力也很
大，然后想快点出来拍戏。现在做演员久了，在街
上都不敢看人，似乎做普通人还开心点，“我爸我
妈不让我受苦，不让我有那么大压力，经常说‘拍
了这部就不拍了吧。’”

专访郑爽：
向真大度又活泼
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3月24日，赵宝刚担任导演、编剧，郑爽、盖
玥希等主演的电视剧《青春斗》在东方卫视播出，
郑爽出演一位敢说敢做，性格乐观的女孩向真。

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
时，郑爽表示，向真和自己的性格差别很大，向真
敢说敢做，性格开朗，而自己有些内向，久而久之
有些压抑，“我非常喜欢她的性格，也非常想成为
向真这样的人，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一个人。”

记者：是什么
契机让你决定接演

《青春斗》这部剧？
郑爽：因为当

时看剧本的时候，
感觉《青春斗》里这
个女孩挺作的，自
己想尝试一个很作
的角色，觉得她天
天闲不下，很充实。
在拍《青春斗》之前
我温习了一遍《奋
斗》，让人看着充满
斗志，因为都是青
春的话题，所以大

家会拿《奋斗》和《青春斗》作比较，但是我觉得
《奋斗》真的是一部很经典的剧。

记者：现在挑选剧本的标准是什么？
郑爽：现在的工作相对就比较自由一些，有

合适的剧本就接，也不想给自己安排太满的档
期。以前是那种想着多赚点儿钱，年轻，拍戏。但
现在心态不一样了，就会觉得一定要把心思花到
位了，去诠释那个角色，观众才会真正的接受你。

记者：剧中几位女性角色，你更爱哪一个？
郑爽：其实还是最喜欢向真，因为向真的性

格很开朗，她不喜欢谁会讲出来。嘴上说着不喜
欢，心里没有讨厌谁的，是一个很大度又很活泼
的角色，我非常喜欢她的性格，也非常想成为向
真这样的人，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一个人。

记者：剧中向真常常在人生“选择题”上自乱
阵脚，你会有这样的选择困难吗？

郑爽：年轻人通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
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不敢去做而已。因为
去做一件事情是要很多条件的，你得有学历，你得
有资金，你得有社会背景，当这些都不具备的时候
怎么办，就只能靠自己瞎想，自己在那地方唉声叹
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只要靠自己，并不需要所谓
的这些附加品，我们说不定也能成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对话郑爽对话郑爽

用心去诠释角色
观众才会接受你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韩美林获颁终身成就奖韩美林获颁终身成就奖：：

我依然有38岁的干劲

3月30日晚，由凤凰
卫视及凤凰网发起、中
国新闻社及世界华文媒
体集团联合发起，红星
新闻联合主办的“世界
因 你 而 美 丽 ——
2018-2019影响世界华
人盛典”在北京凤凰中
心举行，各奖项也在现
场一一颁发。

获奖者中，既有不
断探索的科学家、团队，
也有孜孜不倦的艺术
家；既有让中国骄傲的
体育健儿，也有厚积薄
发的导演、演员，同时也
有靠搬砖砌墙成为世界
冠军的“中国工匠代
表”。

终身成就奖：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
教授、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
丘成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
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韩美林

科学研究领域：嫦娥四号任务研制团
队；北斗三号任务研制团队

体育竞技领域：2019澳大利亚网球公
开赛女子双打冠军、中国著名网球运动员
张帅；登山家、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残疾
人、劳伦斯世界体育奖获得者夏伯渝

文化艺术领域：在第69届柏林电影节
上一举获得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银熊
奖的《地久天长》导演王小帅、演员王景
春、演员咏梅

希望之星：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
项目冠军梁智滨

2018-2019年度获奖名单

主办方介绍，华人盛典自
2007年举办以来，始终秉承“表
彰华人典范，展现华人风采，
让杰出华人代表成为全体华
人榜样”的宗旨，每一年度向
在不同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

杰出华人致敬。今年的“影响
世界华人大奖”依然表彰近年
做出卓越贡献的华人，既有著
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
桐，著名艺术家、清华大学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韩美林；科学

领域则有探索宇宙的嫦娥四
号任务研制团队、北斗三号任
务研制团队。

体育竞技领域，则有著名网
球运动员张帅，登山家、劳伦斯
世界体育奖获得者夏伯渝；文化

艺术领域则有在第69届柏林电
影节上一举获得最佳男主角、最
佳女主角银熊奖的《地久天长》
团队。同时，在第44届世界技能
大赛获得砌筑项目冠军的梁智
滨也获得表彰。

“华人盛典”高光时刻 表彰华人典范 展现华人风采

获 得 此 次 盛 典 终 身 成 就
奖仅有两人，一位是著名数学
家丘成桐，另一位则是著名艺
术家韩美林。主办方介绍，韩
美林在艺术上有卓越成就，对
中国艺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已经80多岁的韩美林是一
位孜孜不倦的艺术实践者和

开拓者。其创作涉及广泛，包
括绘画、书法、雕塑、陶瓷、设
计以及写作等。2008年，韩美
林参与创作的福娃成为北京
奥运会的吉祥物，受到人们的
喜爱。

“不敢当不敢当啊，给我这
个奖励。”韩美林说，自己虽然

83岁了，但依然有38岁的干劲，
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动力？那
是希望为祖国做出更多贡献，
我们国家有优秀的传统文化，
自己取得的成绩都是从传统中
来，要把中国的优秀传统传递
给世界。

谈到未来的计划，83岁的

韩美林依然斗志昂扬，“我有
很多的计划，今年要完成我的
三江源雕塑，这是我们文明的
源泉。”韩美林说，第二个计划
是完成《天书》第二部，第一部
花了34年时间，写那些别人都
不 写 的 文 字 ，今 年 完 成 第 二
部，计划是一共三部。

获颁终身成就奖 韩美林：我还有很多计划干劲

《地久天长》获奖 王小帅：拍片时多次被感动用心

梅西仍是主角
武磊下半时替补出战
巴萨2：0胜西班牙人

加泰德比 武磊展现了自身特点
表现对得起球迷期待

著名艺术家韩美林 《地久天长》导演王小帅（左二）

武磊在比赛中发挥了正常水准

演员郑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