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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
著名编剧束焕奉上导演处女作《鼠胆英雄》，分享首次执导经历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艰难”
本报记者 袁云儿
曾创作出《人再囧途之泰囧》
《港囧》
《爱情呼叫转移》等电影的知名编剧束
焕，这次拿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鼠胆
英雄》。昨天，影片在京宣布定档于 7 月
19 日上映。该片由岳云鹏、佟丽娅主演，
还有田雨、韩童生、蔡明、刘威、于谦、大
鹏、雷佳音等明星加盟。
谈起创作缘起，束焕透露，当编剧的
二十多年里，他的电脑里一直有两个文
件 夹 ，一 个 叫“ 未 开 始 ”，一 个 叫“ 未 完
成”，前者是一直想写但因为没时间或没
条件还没开始写的故事，后者是写了一
半但出于各种原因放弃或搁浅的剧本，
他时不时都会打开看一看。
《鼠胆英雄》
的 故 事 ，就 静 静 地 躺 在“ 未 开 始 ”文 件
夹。直到有一天，影片投资方找到岳云
鹏，想给他拍一部戏，又找来束焕当导
演，束焕便在文件夹中找到了一个最适
合岳云鹏的故事。
《鼠胆英雄》的故事发生在民国，岳
云鹏饰演一个上海滩的小混混闫大海，
为了追求他心目中的女神——飞乐门舞

《鼠胆英雄》由岳云鹏、
佟丽娅主演。
女杜卿（佟丽娅饰），在各种误打误撞之
下，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成长为受

人尊敬的大英雄。
“小岳岳（岳云鹏饰）和
全片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比如我们拍完
闫大海一样，性格胆小羞涩，生活中腼腆
预演就知道剧本写长了，要加快节奏。”
内向，有时候甚至有点压抑。他表面上
束焕认为，这一技术在未来有可能成为
挺逗，但内心世界很丰富很严肃，有时候
电影拍摄的标配。
甚至有点多愁善感，但接触久了会发现
以前当编剧不需要跟演员打交道，
他很深情，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杜卿会喜
这次头一回跟演员合作，束焕感慨自己
欢他。
”束焕说。
“命还挺好的”，因为演员们都很专业，也
至于杜卿这一角色，束焕坦言并没
很尊重导演，如果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
有想把她写成女神，相反，她是一个有很
会跟他探讨，
“这时候反而我会更多征求
多缺陷的人，绝不是一个花瓶角色，
“她
他们意见，问他们这么演到底好不好，让
爱钱、脾气大，一开始看不起闫大海，也
他们不要因为我是导演就照着我的想法
会 勾 引 男 人 ，不 是 特 别 冰 清 玉 洁 的 那
来。”束焕说，反而是跟岳云鹏的合作相
种。”演员定装时，束焕甚至觉得佟丽娅
对吃力，
“因为小岳岳对人物有自己的理
长得太好看了，还对剧本进行了微调， 解，我说你这么演，他说我不想这么演。”
“她性格里一些特别‘侉’的东西，比如在
不过，好在两人私下关系非常好，不会因
男人之间周旋、骗人，
都在后期剪掉了。”
此产生误会。
因为是第一次尝鲜当导演，束焕还
总结第一次当导演的经历，束焕笑
找到摄影师出身的邵丹一起联合执导该
言：
“ 说实话，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艰难。”
片。在分工上，二人各司其职，邵丹更多
他说，一方面，邵丹帮了他很多，另一方
负责画面，束焕则更多负责文本层面的
面，这次所有演员都很配合。当被问及
内容。二人还利用 VR 预演技术，花了一
今后是否会继续导演之路时，他直言：
个多月在摄影棚里把全片内容先拍了一 “如果《鼠胆英雄》还 OK 的话，很有可能
遍，哪怕是面对面说话这样的戏份，都没
再往下拍，还是拍自己写的东西。这个
有漏掉。
“ 这样我们更有安全感，也更对
周期比较长，
慢慢来。
”

解玺璋新著《张恨水传》写尽
“章回小说大家”
的一生

张恨水不只是作家，
更是杰出报人
本报记者 路艳霞
由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联合主办，
著名评论家、学者解玺璋
所著长篇传记《张恨水传》研讨会日前在
北京市文联举行。
《张恨水传》全方位再
现了张恨水的一生，
全书史料绵密扎实，
考证有据，
几乎是
“无一字无来历”
，
既有
文学意趣，
也有文史底蕴。
该书从家庭背景、少年求学，到五
四新文化运动中张恨水北上开启办报
生涯，凭借《春明外史》轰动京城、成为
北方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再到抗战爆
发引起其思想左转、独守南京的经历，
还有重庆《新民报》时期的激进锋芒、毛
泽东对张恨水的关心和期望……一直
写 到 1949 年 以 后 张 恨 水 的 生 活 和 写

作，同时写出他的情感历程及其在新旧
式”的研究，并且用这本书完成了张恨
文化的夹缝中、新旧时代的更迭中权衡
水的价值序列的确认。
折冲的心路历程。正如北京市文联秘
评论家们认为《张恨水传》不仅对
书长王升山所言，
《张恨水传》让我们看
现代文学研究有贡献，而且对今天的知
到关于民国的文学历史，关于各文学流
识分子也是一个提醒。文学评论家陈
派在民国的一些发展，看到了中国的报
福民表示，张恨水的参考资料并不多，
业从清末开始慢慢走向繁荣的过程。
所以解玺璋需要从并不丰富的材料中
重写文学史是当代文学一个很重
去构建，这个非常不容易。
“张恨水的小
要的思潮，解玺璋进行了自己的探索。 说大量处理了民国现代生活里面的经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坦言，上世纪 80 年
济关系，但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文学研究
代后期，整个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
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元素，所以这些小
变化，很多被埋没的作家重新被定位和
说就看起来非常古旧，趣味不高。”陈福
认识。
“ 解玺璋在这本书中也用了另外
民坦言，解玺璋把这个问题更深层地提
一种方式来认识张恨水，来梳理张恨水
出来，所以这本书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有
的人生轨迹。
《张恨水传》既是接受文学
很大的贡献。文学评论家岳雯谈道：
史，又是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黄集 “我觉得人是不同的形象侧面构成的整
伟认为，解玺璋对张恨水有一种“拓荒
体。对于张恨水来说，他有才子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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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版《新白娘子传奇》改造经典老版

端庄大方白素贞变成了“傻白甜”
本报记者 李夏至
翻拍剧最近招了不少骂，但翻
拍 版《新 白 娘 子 传 奇》敢 于 激 流 勇
进，4 月 3 日晚在爱奇艺首播。相对
年轻化的演员阵容，明显偏向古装
偶像剧的人设，以及对老版原剧大
刀阔斧的改编，很快让该剧收获了
不少关注。
由赵雅芝、叶童和陈美琪主演的
1992 版《新白娘子传奇》，播出当年
风靡两岸三地，
剧中演员偏戏曲化的
装扮和仪态，
以及许仙饰演者叶童女
扮男装，人物一言不合就唱歌的设
计，让该剧成为上世纪的经典之作。
由赵雅芝饰演的白素贞，
更因其端庄
大方和乐善好施、勇敢追爱成为几代
电视观众中首屈一指的
“女神”。
仅从演员选择来看，翻拍版《新
白娘子传奇》显然没有试图复制前
作，鞠婧祎、于朦胧、裴子添等人都
是选秀出身，就连法海的饰演者也
帅气俊朗，不似原剧中老年法海的
设定。被称为女团组合 SNH48 灵
魂歌姬的主演鞠婧祎还为剧集献唱
了经典主题曲，开篇为修道行下凡
体验人间的不谙世事，也为白蛇角
色增加了少女感。
在故事方面，
新剧保留了老版中
的诸多名场面，如水漫金山、断桥撑
伞等桥段，
让老观众能找到似曾相识
的味道，
也为新生代年轻观众保留了
原著中的经典部分。另外，
剧中还加
入了不少新角色，如许仙、白素贞分
别有了青梅竹马的金如意、景松，而
由叶童饰演、许仙
“回梦”
时会出现的
许母，陈美琪饰演的小青母亲，也增

加了新的人物关系。
在已经更新的前八集中，
白蛇为
报恩而来到人间的经典设定，
也被改
造成了白蛇下凡与许仙误打误撞相
识，而小青也被设计为钟情于白蛇，
用法术转换性别。老版中一开始许
仙、白蛇的浪漫相遇，变成了如今打
打闹闹中相知相爱的桥段。从剧情
发展来看，
这种改动有利于解释人物
的情感来源，
但对不少热衷老版的观
众来说，端庄大方、有着千年道行的
白蛇变成了
“傻白甜”
，这种设计显然
是拿古装玄幻剧的套路改写经典。
在爱奇艺副总裁、
《新白娘子传
奇》总制片人戴莹看来，这种改动其
实更适应今天人们对于女性的期待，
老版中的许仙还会经常逃避责任，
这
种价值观也不被如今的社会所理
解。她介绍，新版里的许仙会将“有
情有义”诠释得更加彻底，更有担当
和责任感，
也更精通人情世故。无论
是和白素贞相处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新版许仙都会显得更主动。
是否遵从经典原著或原作，从
来都是摆在翻拍剧创作者面前的难
题。从现有翻拍版《新白娘子传奇》
的表现来看，如果作为一部全新的
剧集，其人物设定和叙事逻辑都比
较流畅，在场景和氛围的塑造上也
重视还原古风古意，在制作水平上
是合格的。但作为一部经典剧集的
翻拍剧，对老版进行大刀阔斧的改
造 ，对 此 有 观 众 直 言 ，如 此 大 的 改
造，与其说是翻拍经典，不如另起炉
灶采用新的剧名更好。但愿后续播
出的剧集可以让人重温那个荡气回
肠的爱情故事。

“鬼才”钢琴家来京独奏舒伯特

象，有小说家的形象，而解玺璋着重突
出的是他的报人形象。”她认为，这本书
有相当篇幅在写张恨水如何艰难地尽
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对于今天的知
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本报讯（记者 韩轩）继三年前带
来贝多芬专场后，4 月 21 日，著名俄
裔钢琴家瓦莱里·阿凡纳西耶夫将再
登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亮相国际钢琴
系列演出。这一次，这位“现代钢琴
界的音乐鬼才”
将带来舒伯特三部经
典钢琴作品。
瓦莱里·阿凡纳西耶夫是一位张
扬个性的音乐家。他受到的是正统
的俄罗斯学派教育，
但始终保持清晰
独立的音乐思想，
从不对作品做人云
亦云的解读，
演奏风格独辟蹊径。他
会以完全张开的手指触键，
代替高抬
指快击键的标准手型，
塑造出的音色

充满金属感，
个别故意拖延的慢速处
理也让他的演奏充满高识别度。
2016 年他首次登台大剧院，并以个
性化的演奏带来贝多芬三大奏鸣曲
后，
引起了古典音乐界的广泛热议。
此番来华，
阿凡纳西耶夫的曲目
选择与上次风格迥异，
他将带来舒伯
特《瞬想曲》D780、
《即兴曲》D946 和
降 B 大调钢琴奏鸣曲 D960，这是舒
伯特晚年的巅峰之作。舒伯特和贝
多芬虽同处维也纳古典时期，
但两人
风格各具特色。舒伯特的音乐偏重
“内心独白”
，阿凡纳西耶夫现已年过
七旬，
他的诠释更加值得期待。

点亮蓝色城市联跑活动举行

痛失好局 首钢男篮无缘四强
本报记者 王洋
昨晚，在本赛季 CBA 季后赛 1/4 决
赛第五回合争夺中，北京首钢男篮客场
以 107 比 118 负于深圳马可波罗队，从
而 以 总 比 分 2 比 3 失 利 ，未 能 闯 进 四
强。值得一提的是，首钢队在总比分 2
比 0 领先的情况下未能把握住机会，结
果被对手连扳 3 场，可谓痛失好局，实在
令人惋惜。
赛后，几名北京球迷等候在体育馆
外首钢队的大巴车旁高声呼喊，为球队
加油鼓劲。看到这一幕，首钢队主教练
雅尼斯眼眶有些湿润，他表示，
“ 失利会
带来伤痛，但对我们这支年轻的球队来
说，失利更能让人成长。我希望每名队
员都能昂首挺胸走出更衣室，他们是我
心中的英雄！”

首钢队半场领先却被翻盘
昨晚，深圳队开场就打出了气势，内
线的身高优势让他们牢牢控制住篮板球，
通过二次进攻取得 14 比 7 的完美开局。
雅尼斯及时暂停，
并换上此前出场时
间不多的小将张才仁和张卓，
利用两人的
移动速度弥补球队身高的短板。不过，
深
圳队进攻点较为分散，
“双塔”
李慕豪和沈

雅尼斯称球队向前迈了一步

首钢队球员方硕（左）防守对方外援。
梓捷的内线策应给顾全、于德豪等外线球
员创造了空位投篮机会。首节，
进攻成功
率更高的深圳队以 24 比 18 领先。
首钢队从次节开始加快了攻防转换
节奏，单节投进 6 记三分球。其中，朱彦
西三分球 3 投全中，帮助球队将比分反超
为 49 比 48。首钢队也凭借上半场结束
前的一波 16 比 2 的攻击波，以 58 比 50 确
立领先优势。

供图/视觉中国
第三节，首钢队遭到对手重创。对
对方两名小外援防守松懈，让首钢队很
快从领先变成落后。深圳队在两名外援
的带领下打出单节 38 比 23 的高效率，并
以 88 比 81 领先进入末节决胜。
由于此前主力球员没有得到轮换休
息，首钢队在末节出现体能问题，难以抵
抗对方内外线的轮番轰炸，最终不敌 7 名
球员得分上双的深圳队，
无缘四强。

终场哨响，
深圳队开始欢庆胜利，
而首
钢队则黯然离场。雅尼斯在总结与深圳队
的5场系列赛时表示，
“常规赛阶段，
两队的实
力非常接近，
无论是排名还是战绩。在1/4决
赛开始前，
我们就知道这将是一场恶战。拿
下两个客场后，
我们没能在主场终结比赛，
这种感觉令人苦涩。今天的第五场，
队员们
都很拼，
我希望他们能吸取教训。
”
雅尼斯认为，本场比赛球队上半场
领先，应该归功于稳健的防守，但对对方
内线的“双塔”防得很吃力。下半场，首
钢队多次快攻反击没能得分，丧失了扳
平比分的良机。
雅尼斯说：
“在我看来，
我的队员是真
正的勇士，整个赛季以来，无论我们面对
什么样的困难，包括单外援出战、伤病和
禁赛，
队员每场比赛都拼尽全力。我要向
他们致敬，
也要感谢教练团队和俱乐部的
支持，更重要的是感谢北京球迷的支持，
我们的努力让他们感到快乐。所以我想
说，
这个赛季我们又向前迈了一步。
”
雅尼斯还向记者透露，他在更衣室
里告诉队员：
“不要很沮丧，要抬起头，尽
管失利会让你很受伤、很难过，但也会让
你们变得更强大。
”
（本报深圳电）

主场战苏宁 国安盼赢球创纪录
本报讯（记者 黄志阳 实习生 邓方
佳）今晚，北京中赫国安队将在本赛季中
超联赛第四轮中坐镇工体对阵江苏苏宁
队，迎来本赛季中超首个主场比赛。国
安队前三轮均已取胜，此役如果再赢球
就将创造本队联赛参赛史上的最佳开
局。国安队主教练施密特昨天表示，他
也十分期待全取 3 分，
“ 我们希望延续之
前积累的自信，继续‘零封’对手，拿下赛
季主场首胜。
”
对国安队来说，近几个赛季备受诟

病的防守问题如今有所改观，联赛前三
场不失一球，整体表现稳健。展望本轮
京苏对决，施密特分析道：
“ 我们在主场
肯定会偏向于进攻，而最大的难点在于
如何保持攻守平衡。回顾前几场比赛，
尽管对手都具备一定的攻击力，但我们
防守时团结一致，没给对手太多射门机
会。苏宁队的特谢拉等外援个人能力突
出，我们要在防守端切断他们与队友的
联系，避免他们互相输送‘炮弹’。总体
上，我们的目标依然是零失球。”

昨天下午，
国安队来到工人体育场外
的看法和施密特相似，他说：
“ 不管对手
场进行赛前训练，
上一轮上演中超首秀的
是谁，我们还是以我为主，按主教练的要
入籍球员李可意外缺席；
此前因病休战的
求打出自身风格。前场破门、后场‘零
侯永永则随队合练，
但他显得不够兴奋，
精
封’
，这是球队的总体目标。”
神状态并非处在最佳水平。据施密特透
另外，中赫国安俱乐部 3 日在网络社
露，
目前侯永永的情况不太理想，
身体有些
交平台上发布了主题为“向更高”的赛前
疲惫，
“我想他现在还不能担任主力，
明天
海报，并写道：
“梦想无域，既然选择了远
即便上场也只能扮演替补的角色。
”
方，天空也不是极限；一起战斗，继续连
相比之下，巴坎布、于大宝、张玉宁、 胜的脚步，飞向更高的远方！”不难看出，
李磊等球员在训练中状态尚可，有望被
俱乐部上下都很重视本场比赛，期盼在
委以重任。谈及本轮比赛的目标，李磊 “家门口”
获胜。

本报讯（通讯员 李爽）以“尊重
不同 点亮希望”为主题的“2019 点
亮蓝色城市联跑北京站主场活动”
日
前在“水立方”北广场拉开序幕。与
此同时，全国 84 个城市的 1.5 万多名
跑者和孤独症机构、家庭开启了城市
联跑。组委会联合百度公益、世界冠
军、知名企业家、热心公益人士等进
行了线上联动
“点亮蓝灯”
公益行动。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体育基金会主
办 ，艾 米 孤 独 症 机 构 、AUTISM
SPEAKS、
百度公益共同发起，
旨在通
过体育运动打开孤独的世界，
并以跑
步的形式鼓励孤独症群体走出家门、
开阔眼界，
感受春天的魅力。活动当

天，
组委会以游泳和篮球两个运动项
目为示范，
并邀请了花样游泳世界冠
军陈晓君、世界武术锦标赛男子太极
拳冠军柴云龙、马拉松世界冠军孙英
杰、中国女子帆船环球航海第一人宋
坤、
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张丹等人，
与20
组孤独症儿童家庭和 10 组爱心志愿
者家庭开展了
“点亮蓝色”
公开课，
通
过搭建体育运动与交流的平台，
帮助
孤独症人群更好地建立自信、展现自
己内心世界，
从而融入社会。北京市
体育基金会作为体育慈善组织，自
2015 年至今与艾米孤独症机构每年
都会组织两场 5000 人以上的关爱孤
独症儿童的跑步融合活动。

两千市民竞速顺义春季长跑赛

本报讯（记者 黄志阳 实习生
邓方佳）顺义区第 17 届“后沙峪杯”
春季长跑比赛日前在奥林匹克水上
公园举行，吸引了 2168 名市民参加，
场面十分热闹。至此，2019 年北京
市民健康走跑系列活动也全面启动。
据介绍，
本项春季长跑比赛已有
29 年历史，今年的活动由北京市社
会体育管理中心、顺义区体育局、区
教委等单位主办，顺义区体育总会、
区学生活动管理中心等承办，
设有社
会组老年、中年、青年及学校组小学、
初中、高中等 12 个组别，参赛者来自
本市的职工队伍、徒步长跑爱好者团
队及顺义区各镇、街道和中小学。比
赛现场，各组选手陆续出发，沿着奥

林匹克水上公园湖畔奔跑。同时，
组
委会与“微博运动”合办的线上走跑
活动也在微博平台同步启动。
本次比赛也拉开了北京市民健
康走跑系列活动的序幕。今年，
本市
将举办春季长跑比赛、首都职工健步
走、
“ 时代足迹—徒步北京”系列活
动、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三夫香
山越野系列赛等百余场走跑类赛事
活动，
各区也将因地制宜地开展各具
特色的走跑活动，
预计全年参与人次
可达百万。市社体中心负责人表示，
举办该系列活动意在使更多市民养
成走跑健身的习惯，
倡导绿色健康的
生活方式，
营造全民健身助力冬奥的
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