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式滑雪单板U型场地世界杯

中国选手刘佳宇夺冠

12月21日，在2017-2018赛季国际雪联自
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U型场地世界杯比赛中，中
国选手刘佳宇以92.75分获得单板滑雪U型场地
女子组比赛冠军。 （据新华社）

刘佳宇在颁奖仪式上。

这
场
战
役
不
能
败

PART 1
1997年，张永新毕业于中央戏剧

学院导演系，20年后，他才第一次有
机会操作如此大体量作品，《军师
联盟》和《虎啸龙吟》上下两部总投
资高达 4 亿，一线明星主演，筹备三
年，拍摄近一年。张永新坦言，自己
的导演生涯“极其不顺利”。“我做过
场记，做过第三副导演、第二副导演、
第一副导演、执行导演。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班的同学早早就获得了
话语权。我没有。”已年过四旬，眼
看着自己就要走出导演创作的黄金

年龄。
1987年，吴天明执导的电影《老

井》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农村村庄
打井的故事，却在其中埋下了性、父
权、爱情、文明等多个复杂的主题。
那年，张永新还是高二的学生，去电
影院看了 7 遍。“看完以后激起了我
心中那一团熊熊的烈火，终于找到了
一个自己愿意去做的人生梦想，就是
我能否也像这个导演一样去拍一部
自己想表达的一个故事”,张永新回
忆说，“所以，我爱惜自己的欲望，更

珍惜自己的创作机会，每做一部戏，
我必须要让这一部戏达到自己想要
的艺术效果。”

张永新的上一部作品《马向阳下
乡记》是农村题材。尽管题材并非源
自他的初衷，但创作时他同时从自
身、观众以及投资方等多个角度考
虑，“现在农村剧在电视剧市场里的
生态不是那么理想的，如果按照一个
规规矩矩的思路做，意味着高风险，
这种高风险无论是投资方还是创作
团队都是不愿意看到的。”张永新尝

试用轻松、年轻的语调改变正统的农
村剧，取得了当年收视排名第一。这
部剧拍摄收尾时，主演吴秀波提议一
起搞个大项目，就是如今的《大军师
司马懿》。张永新坦言：“这个项目刚
找过来的时候真的非常兴奋，也非常
忐忑”，4亿投资、经典三国题材作品
不胜枚举、第一次全面正面讲述三国
时期曹魏集团……“交到哪个导演身
上都要仔细掂量掂量，因为这种战役
不能败，只能千方百计打出一个漂亮
的胜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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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聪明人都懂，做不能言败的事一

定要下笨功夫。
文玩界有一个词叫“贼”，“贼”就

是过于、刻意地突出。时下，很多古
装偶像剧和戏说剧显得不高级，就是
因为从画面配色到剧情全用来烘托
凸显主角之美，显“贼”了。张永新最
初为《大军师司马懿》立下的创作基
调便是不“贼”，取法中国古典审美，
不仅画面色彩使用节制，在剧情上，
也不唱司马懿的独角戏。

“三国”是一片英雄地。张永新
在塑造英雄群像上花了最多心思，他
希望给予每位历史人物以一视同仁
的尊重，不仰视，也不俯视，即使一些
虚构的小人物，也同样要映现出三国
时代的精气神，也就是常为人所称道

的魏晋风骨。于是，在每个人物落幕
之际都有华丽谢幕的片段，崔琰之
死、荀彧之死、曹操之死、曹丕之死，
乃至反面人物杨修之死、丁仪之死皆
令观众泪眼，踏向人生终点的最后一
刻，他们回溯人生、再论成败的意义，
照见风骨。“这部剧没有停留在对英
雄的塑造上，而是深入诠释三国的时
代气质与精髓”，知乎上一位网友如
此评价，类似这样的评论还有很多。

选择群像式创作，《大军师司马
懿》经历了无比痛苦的拍摄期。在横
店 333天，张永新调侃说，“我们组在
横店非常有名，几百个人用一年的时
间打磨这个戏。后来到机房剪辑到
其中某一场戏时，会很容易记起当时
的拍戏细节，想起来辛酸和幸福都在

里面。”即便最初接到这个项目时已
经知道是“一场难打的战役”，但那时
的张永新也并没有想到这个过程要
长达四五年的时间。

其实，拍摄前筹备剧本的三年多
里，除了前期监制吴秀波和编剧团队
的几次磨合，仅张永新接触的剧本修
改已经有七版之多，尽管如此，拍摄
过程中围读剧本还是必不可少。对
此，张永新称这是“用最笨的功夫做
最好的戏”。在同期拍摄纪录片《何
以论英雄》中可以看到，张永新和演
员以及其他主创人员围坐在一起七
嘴八舌地共同讨论一场戏，每提出一
个意见，导演都会做几种拍摄设想：
比如常规意义这场戏怎么拍，如果不
想走常规，应该怎么做？

很多时候，痛苦程度远超想象。
“经常会出现的局面是，你按照这个
方法来执行，走到三分之二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个方向未必是最高级的，
只能推翻再重来；寻找到另一个方向
就往前推进，当目标就快达到的时
候，突然发现这个方向其实也并不高
级，只能是推倒再重来，再去寻找。
一个遥遥无期的看不到结果的状态，
是最痛苦的”，张永新说。身处这样
的创作状态，演员们的创造力被激发
到顶点，“现场大家一起改剧本可以
量化到标点符号，就是语气助词用一
个‘呀’还是一个‘咿’、用一个‘嗯’还
是一个‘啊’，一句台词的字数都要反
复斟酌。”导演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的
是选择、判断，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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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正史对司马懿青年的评价是“少

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
儒教”，而到了晚年，民间语境把他视
作了一个阴谋家的角色。司马懿错
综复杂的人生经历和个性提供了丰
富的创作空间。开拍前，张永新希望
这部剧轻松、愉悦、年轻，“就历史剧
而言，能否用一种与现代观众产生更
多联结的方式呈现？家国天下可以
拍，恰恰就是有点不甘心，试图想往
前走一步做一点新的尝试。”

张永新想用历史人物为框架讲
一个现代故事，他的注意力更多地
放在人性本身。“我们只不过用一个
姓司马叫懿的这个人，用他这个故事
来做一个诠释和解读。”张永新说。
若将《军师联盟》和《虎啸龙吟》连在

一起看，观众将看到一个有血有肉
的司马懿从历史中缓缓走“出”来。
如果介绍这部剧，“我宁可说是这个
姓司马叫懿的人打了一辈子五禽戏
的故事。”

五禽戏于张永新而言，是一个特
别重要的意象。他不厌其烦地在采
访中解释：“什么叫虎？什么叫熊？
什么叫猿？我以为当下的我们面对
职场的时候，面对家人面对亲情的时
候，可能也会无时无刻不在扮演虎气
的东西，猴气的东西，甚至在某些场
合是熊一样笨拙的东西。这种种态
势，可以把它引喻为是人的一生。”年
轻观众眼中，这是一部古装职场剧。
张永新也将这个解释照单全收，“假
如我们把三国看成一个大的职场的

话，那么在职场里风生水起的司马
懿，他身上体现出来太多的色调可以
提供给我们想象。通过和历史人物
对视，现代人可以照见自己的内心，
我们既可以在那里面找到自己，也可
以给我们警醒。可以说司马懿的一
生，是一部欲望的沉浮史，通过他也
让我们正视自己内心的狂野。”

有观众批评，剧中一些现代观念
的融入跳脱了历史背景。比如，三国
时代的张春华哪儿来这种自觉的女
权主义？怎么会有不让妾进门的想
法？张永新解释：“历史记载张春华
在少女时期游走过江湖，外号春小太
岁。关于她的性格到底是温良恭俭
三从四德，还是一个更让现代观众能
够接受的形象？思考很久后，我们选

取了后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随便篡改了历史。张春华有一句台
词‘愿得一心人，白首不两离’。这句
话原是西汉时期卓文君说的，一个西
汉女性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只不
过到今天我们才把这种精神叫女权
罢了。所以编剧把卓文君的这种精
神气质移植到了张春华身上是合情
理的，同时这也是一个更易于被现代
观众所接受的设定。”

中国传统文化讲形神合一，神形
兼备，形易神难。如果将这个观念用
在古装剧创作上，便可解释为什么

《大军师司马懿》众口皆赞，它的成功
并不神秘，只需创作者对电视剧，对
观众，对历史过往之种种，长存敬畏
之心。 （金力维）

《大军师司马懿》不“贼”
古装剧《大军师司马懿》分上下两部播出，间隔

数月。上半部《军师联盟》网络评分8.1，与评分8.3
的《人民的名义》比肩。下半部《虎啸龙吟》赶在年
末登陆优酷视频，截至发稿网络评分已达8.6，成为
今年电视剧口碑最佳。

然而，这绝不是一部惯常意义上的历史正剧，
从画面色调和演员表演风格看，更不是一部历史戏
说剧，该如何为其定位决定了此种成功经验能否被
沿用、复制。导演张永新认为，对于历史，我们没有
权去做唯一性的评判。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因为所有现代人讲的故事，一定会折射和投入现代
人的视角。于是，我们没有可能完全意义上去克隆
或者去复原1800 年前的那个时代。所以，如果由
他来介绍《大军师司马懿》，张永新说：“我宁可说是
这个姓司马叫懿的人打了一辈子五禽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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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规赛：雷霆胜爵士

12月20日，在2017-2018赛季NBA常规赛
中，俄克拉荷马雷霆队主场以107∶79战胜犹他
爵士队。 （据新华社）

雷霆队球员安东尼雷霆队球员安东尼（（左二左二））在比赛中突破上篮在比赛中突破上篮。。

英格兰联赛杯12月21日决出
四强。曼城、阿森纳和切尔西三支
英超豪门都险胜晋级，唯有英超豪
门曼联掉队，他们被英冠球队布里
斯托城2∶1淘汰出局。

穆里尼奥此役派出包括罗霍、
博格巴、马夏尔等不少主力，锋线
上则轮换让伊布顶替了卢卡库出
场。主队布里斯托城第 51分钟由
乔·布莱恩打破僵局，7分钟后伊布
的任意球打穿人墙后扳平了比
分。布里斯托城在第 93分钟完成
绝杀，由泰勒挑传，反越位成功的
史密斯凌空扫射入网。

切尔西主场 2∶1 险胜伯恩茅
斯。比赛中同样出现了绝杀。威
廉帮助蓝军第 13 分钟就取得领
先，伯恩茅斯的戈斯林第 90 分钟
扳平比分。但仅过了 1分钟，莫拉
塔接到阿扎尔的妙传后单刀球破
门，帮助切尔西杀入四强。

英超“领头羊”曼城在客场1∶1
被莱斯特城逼平，经过点球决胜才

惊险晋级。主帅瓜迪奥拉此役进
行了 9人大轮换，与上周末大胜热
刺时相比，只有京多安和曼加拉继
续首发。曼城在第 26分钟取得领
先，京多安反击中送出直传，贝尔
纳多·席尔瓦单刀捅射入网。曼城
始终没有扩大比分，伤停补时长达
8分钟。莱斯特城在伤停补时第 7
分钟把比分扳平，格雷突入禁区在
沃克防守下摔倒，主裁判吹罚点
球，瓦尔迪操刀主罚一蹴而就。两
支球队在加时赛均无建树，比赛被
拖入点球决胜。双方在前 3 轮弹
无虚发，瓦尔迪在第 4轮把点球射
偏，热苏斯罚进点球。第 5 轮，马
赫雷斯劲射中路被曼城门将布拉
沃扑出，曼城以4∶3晋级半决赛。

阿森纳主场对阵西汉姆是一
场伦敦德比，主帅温格进行了 11
人大轮换。阿森纳在第 42分钟攻
入全场唯一进球，德比希在禁区右
侧头球摆渡，维尔贝克近距离攻破
乔·哈特的十指关。 （刘大伟）

英联赛杯决出四强

曼联爆冷
遭英冠球队绝杀2017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

颁奖典礼 20日在北京举行，游泳
运动员孙杨成为最大赢家，将最
佳男运动员和最具人气男运动员
奖收入囊中。

在今年的布达佩斯世界游泳
锦标赛上，孙杨表现出色，夺得男
子200米自由泳金牌，至此在世锦
赛 200米至 1500米四个自由泳项
目中均有冠军入账，并在400米自
由泳中成就三连冠。在天津全运
会上，孙杨还获得6金1银 。

继 2011年后，孙杨再次站在
了该领奖台上。孙杨说：“第二次
站在这个舞台上，非常高兴。但
是我需要一个平稳的心态，走下
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也是因
为这样的心态，我可以一次次站
上最高领奖台。”

此外，孙杨也希望能够涌现
更多的优秀运动员为中国的体育
事业添砖加瓦。“回顾这一年，中
国体坛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我今
天有幸代表他们领奖，未来还需要
有更多的优秀运动员站出来，为我

国的体育事业贡献力量。”
最佳女运动员奖项颁发给了

乒乓球运动员丁宁，由于参加比
赛的缘故，丁宁未能来到现场，代
她领奖的教练陈彬说：“丁宁希望
获得这个奖项很多年了，希望与
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快乐，这份奖
项属于丁宁，也属于乒乓球队。”
排球运动员惠若琪则获得最具人
气女运动员奖。

与孙杨同样来自游泳队的李
冰洁获得了最佳新人奖，年仅 15
岁的李冰洁在今年的世锦赛上获
得女子 400 米自由泳铜牌和 800
米自由泳银牌 ，并刷新 800米自
由泳亚洲纪录。李冰洁说：“很开
心，感谢我的教练、家人和队友，
感谢他们为我付出这么多，今天
的成绩离不开他们的帮助。”

在今年花滑世锦赛上荣获冠
军的隋文静/韩聪获得最佳组合
奖，隋文静说：“我们是年轻的运
动员，能获得如此殊荣，要感谢支
持和帮助我们的人，感谢花样滑
冰队这个强大的队伍。我们即将

参加平昌冬奥会，希望手里的奖
杯能够成为幸运符。”此外，隋文
静/韩聪的教练赵宏博获得最佳
教练奖。

在其他奖项中，高尔夫球运
动员冯珊珊获最佳突破奖，中国
花样游泳队获最佳团队奖，围棋
选手柯洁成为最佳非奥运动员。

（新华社记者韦骅、林德韧）

中国十佳劳伦斯奖揭晓

孙杨揽两奖项成大赢家
最
佳
男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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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享”“初心”当选2017年度国内字词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1 日电“汉语盘点 2017”

活动 21 日在京揭晓年度字词，“享”“初心”“智”
“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国内
词、国际字、国际词。

共“享”经济打造美好生活，不忘“初心”继续
砥砺前行，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专家
表示，这些字词概括了过去一年里令人难忘的时
事、世情、民心，记录着世界的变化、时代的变迁。

“汉语盘点 2017”揭晓仪式由国家语言资源
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腾讯网联
合主办。该活动自 11 月 20 日启动以来，共收到
网友推荐字词数千条，网络推荐和投票点击量达
2亿次，并于近日陆续发布了2017年度十大流行
语、十大新词语、十大网络用语。

据悉，“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举办12年，鼓
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
变迁和世界万象。

涉嫌提供禁药 加特林解雇教练
12月20日，美国短跑名将加特林在获悉自己

的教练米切尔涉嫌向他人兜售禁药之后，立即将
其解雇，并表示不允许身边的人在兴奋剂的问题
上对自己撒谎。

英国报纸《每日电讯报》报道，称米切尔和另
外一名叫瓦格纳的体育经纪人同乔装打扮成电
影制片人的记者在加特林位于佛罗里达的训练
基地会面，米切尔和瓦格纳表示他们可以向后者
提供一些兴奋剂类药物，可以帮助某位演员快速
增长肌肉，以应付拍摄的需要，并开价 25 万美
元。米切尔和瓦格纳表示，这种违禁药物在田径
界被普遍使用。当时的对话已经被记者秘密拍
摄下来。

瓦格纳表示自己是在胡说八道。他说：“这
些我都是胡扯的，我编造了事实只是为了引起对
方的兴趣，我说自己有办法能拿到这些药物，其
实我根本拿不到，我只是在吹牛。”国际田联已经
联系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对此进行调查。国际
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表示，如果这些都是事
实，那将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违禁药物。我的教练跟
这种事扯上关系让我感到震惊，我立即解雇了
他。我决不允许我周围的人在这种事情上对我
撒谎。”加特林在社交媒体上说。 （陈嘉堃）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今日上映
将于12月22日上映的《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日前首映。导演徐纪周及主演邓超、阮经天、刘
诗诗等亮相。

影片讲述了警察方木抓捕高智商变态杀人
犯的故事。邓超饰演的方木亦正亦邪，作为一个
年少成名的天才警察，他用不动声色的正义感，
严丝合缝的理性克制，以及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与
犯罪者交锋，始终坚守着一个警察的底线。阮经
天饰演的江亚，是一个性格矛盾的边缘人物，是
方木的“影子敌人”，体现了方木矛盾的内心。刘
诗诗饰演的米楠，是一个果敢的痕迹学专家，也
是影片的动作戏担当。她与方木之间欲言又止
的关系让电影多了一层暖意。 （肖 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