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平昌2月8日电 9日的 2018年
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朝韩两国冬奥代表
团将携手共同入场，这将为预计中“冻”人
的开幕式增添不少暖色；而奥运“五朝元
老”张昊也将携手搭档于小雨，在开幕式前
率先亮相花样滑冰团体赛。

9日晚在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
开幕式上，朝韩两国冬奥代表团将举“朝鲜
半岛旗”共同入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
示，这将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性时刻。

开幕式的主题是“和平”，将以五位儿
童开启寻找和平的冒险之旅为主线，讲述
人类通过沟通打造和平世界的故事。备受
关注的点火仪式是否如韩国媒体预测那
样——由人工智能（AI）接下火炬传递最后
一棒，用独特方式点燃主火炬？悬念将在
最后一刻揭晓。

开幕式举办地是露天场馆，此前在开
幕式彩排时，文字记者席桌面结了冰，冰冷
的座席上也难坐人，在低温加大风的天气
下，开幕式是动人还是“冻”人，也是关注焦
点。而国际奥委会6日已表示，当地奥组委
将向开幕式所有观众提供包括暖宝、帽子
在内的保暖“六件套”，而运动员也可提前
离场。

开幕之前，中国队选手将在花样滑冰

团体赛、冰壶混双、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比
赛中登场亮相。其中，33岁的张昊将与于
小雨一起代表中国出战团体赛双人滑短节
目。从 2002年的盐湖城到如今的平昌，张
昊即将第五次踏上冬奥赛场，他说自己很
享受，依旧会像2002年那样去闯。

花样滑冰团体赛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
的新增项目，各队将在双人、男单、女单和
冰舞上派选手参赛，9日还将进行男单短节
目比赛，中国选手闫涵将参赛。此外，中国
双人滑最强对手、德国组合萨维琴科／马
索特将登场，奥运赛季顶级男单选手宇野
昌磨、陈巍、科尔亚达、陈伟群也将上演平
昌首秀。

在 9日的冰壶混双循环赛第三和第四
轮比赛中，王芮/巴德鑫将迎战加拿大队和
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队。9日这
两场比赛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
队晋级半决赛的希望。

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也将在 9 日开
战。中国队两员小将王金、关子妍将联袂
出战。在索契，宁琴作为首位参加该项目
的中国运动员，一举闯入决赛。不过由于
伤病原因，宁琴未能来到平昌，中国队派出
两员小将参赛，旨在锻炼队伍，为四年之后
的北京打下基础。

“五朝元老”先上赛场
开幕式“冻”人朝韩送暖

冰壶混双：中国负瑞士
2月8日，在韩国江陵冰

壶中心举行的2018年平昌冬
奥会冰壶混双循环赛第一轮
比赛中，中国队以5∶7不敌瑞
士队。 （据新华社）

相关新闻

巴德鑫巴德鑫（（后后））与王芮在比赛中与王芮在比赛中。。

第22届LG杯世界棋王战

谢尔豪夺冠

2月8日，在日本东京进行的第22届LG
杯世界棋王战决赛决胜局中，谢尔豪执白中
盘击败日本“七冠王”井山裕太九段，以总比
分2∶1夺冠，成为中国第20位围棋世界冠
军。 （据新华社）

谢尔豪谢尔豪（（右右））在比赛中在比赛中。。

“这一次，我想让你做一个勇敢的唐僧。”
开拍前，郑保瑞对饰演唐僧的男主角冯绍峰
说。与冯绍峰搭档出演女儿国国王的，则是
近几年的古装剧“霸屏女王”赵丽颖。

小说《西游记》里，唐僧与女儿国国王并
未产生爱情，但在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里，
导演杨洁却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大胆改编，让
唐僧对女王许下了“来世若有缘分”的承诺。
拍摄《西游记女儿国》时，原著和86版电视剧成
为郑保瑞主要的依据，“我们既希望有创新的
东西，也希望保留以前看《西游记》的情怀。”

其中一大创新，便是唐僧对女王的态
度。郑保瑞看 86版《西游记》时，惊讶于唐僧
的“不解风情”：“最后女王送别的时候，唐僧
居然跑了。”郑保瑞将电视剧这样处理的原因
归结为“那个年代可能就是选择逃避”，但他
希望，新版唐僧可以不再逃避，真正面对这段
不期而遇的爱情。

女儿国国王这一形象，也从电视剧里大

气雍容的古典淑女，变成了更为清新懵懂的
青春少女。这一点，郑保瑞认为赵丽颖与角
色很一致。至于二人的爱情，他一直抗拒将
影片处理得很“煽情”，而是希望一切都发生
得非常自然，没有很激动的部分，即使是最后
送别唐僧那场戏，也是“安安静静地走、远远
地停留”。清新自然的风格定下来了，具体的
情节处理也就有了方向。“唐僧的爱情是比较
特别的，他不能像你我的爱情一样，他是有规
矩的，有些东西不能破，女王也知道不行。”郑
保瑞说。

为了让二人的感情推进顺理成章，片中
设计了一段“苦海漂流”的戏份，当二人以为
自己都要死了的时候，唐僧才向女王表白心
迹，许下了“若有来生”的约定。“唐僧的爱情
要推动很难，他是一个很被动的人，即使心里
喜欢，也不能主动说。”郑保瑞透露，之前为二
人设计了很多互动戏，最后都删了，因为他想
要呈现最真实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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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女儿国》大年初一贺岁
导演郑保瑞披露影片风格——

不煽情不越界
胜在清新自然

2014 年《西

游 记 之 大 闹 天

宫》，2016 年《西

游记之孙悟空三

打白骨精》，北上

拍片的香港导演

郑保瑞，两次在

大年初一这天，

为观众端上“西

游”春节大餐。

西游大 IP、合家

欢题材也让他成

功跻身 20 亿元

票房导演行列。

今年大年初一，

“西游”系列第三

部《西游记女儿

国》将集结冯绍

峰、赵丽颖、郭富

城、小沈阳、林志

玲、梁咏琪等，向

观众贺岁。郑保

瑞透露，这次女

儿 国 里 没 有 妖

怪，没有死去活

来的爱情，而是

细 水 长 流 的 真

情，一切都是那

么自然。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西游记女儿国》
里没有妖怪，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反派。郑保
瑞坦言，他不希望自己背着前两部的包袱去拍
这部影片，而是希望观众能有一个全新的感
觉。因此，尽管原著里的蝎子精在电影中会露
面，但已经不是“幕后主使”，而引发片中打斗
冲突的，则是由林志玲饰演的忘川河神。

以往在大银幕上风情万种的林志玲，这
次的形象可谓颠覆：短发，全身水蓝色皮肤，
更重要的是拥有男性身体。河神将和女儿国
中的一个女孩发生一段纠缠二十年的痴恋，
并直接影响师徒四人能否成功脱险女儿国。

郑保瑞坦言，这样的设定有风险，他也害怕
观众接受不了，但河神的故事会让爱情这个主题

更广，“这段爱情逾越了性别、种族、空间——
他们从来没见过面，他们也从来没说过话。”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有可能发生在任何
人身上。选择林志玲出演，则是希望告诉观
众，河神是独一无二的人物：“河神有漂亮的面
孔、健美的身体，如果找一个观众不太熟悉的
演员来演，观众就会觉得河神是男的，而林志
玲是观众熟悉的，才能达到性别交错的效果。”

拍摄时，郑保瑞对林志玲的表演提出了
很多限制，不能说话、不能做太多动作。尽管
最终呈现在银幕上的河神，身体部分全由特
效制作，但在表演时仍然需要拍摄林志玲全
身，她需要吊着威亚在空中飘来飘去，模仿像
水一样流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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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女儿国》将唐僧及其感情经历推
至前台，他的三个徒弟这次只能靠边站了。
不过，全片的笑点基本由三人贡献，而且因为
全程没有妖怪骚扰，整部影片洋溢着轻松欢
快的氛围，非常适合全家观影。郑保瑞说，他
在看原著时就感受到了幽默气息：一帮男人
去了一个全是女人的国家，怎么可能不发生
喜剧？“而且 86版电视剧也拍得很可爱，还有
师徒喝了子母河水大肚子的情节。所以我也
想把女儿国拍得轻松一点，不能太苦情。”

电影里呈现的女儿国，是一个青山绿水、
宛若桃源仙境的地方。主创在设计

女儿国时借鉴了吴哥窟的风
格，让建筑与大自然融为

一体，在风格上偏向东南亚丛林的特色，符合
西行取经的地域性。“宫殿完全可以是那种很
华丽的大理石，但我觉得女儿国不应这样，应
该更加轻灵自然，所以我们用了大量竹子，建
筑线条也是曲线的，比较优雅。哪怕是女儿
国的武器，也不会那么硬，偏柔和。”

片中就连女儿国国王的坐骑，也是一头
有灵性的小鹿。在郑保瑞看来，这样的坐骑
设计，更配合女儿国的自然环境，也能让女王
在丛林里“跳来跳去”。这头东方神鹿全部由
特效制作，耗资千万元，前后经历了 100次以
上的修改，每一帧镜头都由至少 30人的团队
合作制成。

（袁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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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探案2》引入“世界名侦探大赛”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2016年初，陈思
诚自编自导的电影《唐人街探案》斩获8亿多
元票房，成为中国影坛一匹黑马。两年后，影
片续集将于16日正月初一起在全国上映，延
续“喜剧+推理”风格，引入了“世界名侦探大
赛”，有十多个国侦探一起破案。

陈思诚8日在京介绍，《唐人街探案2》根
据上一部片尾留下的线索开启了新的探索，八
国名侦探聚集纽约，展开一场世界名侦探大
赛；唐仁（王宝强饰）为巨额奖金欺骗秦风（刘
昊然饰）到纽约参加世界名侦探大赛，然而随
着和各国侦探们啼笑皆非的较量，两人却发
现了隐藏在这次挑战背后的更大秘密……

陈思诚说，希望把《唐人街探案》系列打
造成中国的“福尔摩斯”系列，影片中的角色
都按照编年史的方法做了人物小传，在第一
部中很多没有深挖的人物背景会在续集里相
继体现。

哈登41分火箭燃情六连胜

新华社华盛顿2月7日电 美职篮常规赛
7日共进行了5场较量。哈登独得41分，帮助
休斯敦火箭队以 109∶101 击败迈阿密热火
队，取得燃情六连胜。

在戈登、安德森和阿里扎三员大将缺阵
的情况下，火箭威力不减。自从上场比赛迈
过常规赛“15000分”大关后，“大胡子”哈登愈
发神勇。是役面对热火，哈登交出了41分4个
篮板6助攻3抢断和1次盖帽的漂亮答卷，这也
是本赛季他第八次个人单场得分超过40分。

主场作战的热火也毫不示弱，德拉季奇
和理查德森双双得到30分。不过最后时刻，
热火在 94∶99 落后时连续出手不中，火箭靠
哈登的三分球顺势迅速拉大分差，最终成功
取得六连胜。

火箭队球员哈登火箭队球员哈登（（左左））在比赛中在比赛中摆脱热摆脱热
火队球员理查德森的防守火队球员理查德森的防守。。

我省3首歌曲获国家艺术基金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2月8日从省文联

传来喜讯，江西省音乐家协会报送的歌曲《每
一公里》《稻花香里》《收获未来》，成为国家艺
术基金 2018 年度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
资助项目，每首歌曲将获得10万元的资助。

国家艺术基金是由国家设立，旨在繁荣
艺术创作、培养艺术人才、打造和推广原创精
品力作、推进国家艺术事业健康发展的公益
性基金。

朱婷携瓦基弗银行排球队

祝中国球迷春节快乐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2月8日电 在中国农

历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国女排国手朱婷效
力的土耳其瓦基弗银行排球队通过新华社送
上新春祝福，祝中国球迷春节快乐。

朱婷说，很感谢球迷一直以来对中国女
排和她的支持，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祝球迷
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吉祥。

瓦基弗队主教练古德蒂感谢中国球迷长
期对球队的支持。他说：“每周都有中国球迷
来这里观看我们的训练与比赛，并且会给我
们带来很多礼物，我很难用语言表达我们的
感谢。当然也要感谢朱婷，让我们和中国球
迷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我们很爱他们。”

2018年女排世俱杯将在中国浙江举办，
而瓦基弗银行队很有可能获得参赛资格。球
队队长高兹德说，她将在本赛季后退役，因此
很遗憾届时无法前往中国参赛，在春节来临
之际，她祝中国球迷们春节快乐。

体育·娱乐

世界杯前国足约战阿根廷
可能性并不大

日前，阿根廷媒体《奥莱报》称，中国足协已经
向阿根廷足协发出邀请，希望在4月或5月约战阿
根廷队，比赛地点在亚洲，且很可能是中国。《奥莱
报》同时也表示，对于这份邀请，目前阿根廷足协
还没有正式回复中国足协，因为能否赴约要与主
教练桑保利商讨。

《奥莱报》说得有模有样，不过，这种可能性其
实并不大。

首先，从中国足协方面讲，热身赛的计划要以
2019年亚洲杯为基础制定。中国队在5月的确有
两个国际比赛日，也计划踢一个主场再踢一个客
场，但对手是谁目前还没有最终敲定。今年4月，
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的抽签仪式将在阿联酋举
行，这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队跟哪些球队在小组
赛碰面。抽签结果揭晓之后，中国队将根据小组
赛对手的情况来安排热身赛，到时候会选择一些
跟小组赛对手特点相近的球队进行热身。所以，
邀请阿根廷这样的对手，对于中国队备战亚洲杯
比赛来说，针对性并不强。当然，也不能排除商业
性比赛的可能。

其次，从阿根廷队方面来看，他们的热身赛行
程其实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了。今年是世界杯年，
按照计划，在世界杯开始之前，阿根廷队至少将有
两场热身赛，目前已经确定的交手对象是意大利
队和西班牙队，比赛日期分别是 3月 24日和 3月
27日。此外，阿根廷足协主席克劳迪奥·塔皮亚希
望在 5月 30日于糖果盒球场再进行一场热身赛，
为阿根廷队送行。除了在糖果盒球场之外，克劳
迪奥·塔皮亚也考虑让阿根廷国家队在巴萨的主
场诺坎普球场对阵加泰罗尼亚联队。

这么算下来，阿根廷在去俄罗斯之前绕道亚
洲参加热身赛的可能性其实也不算大。 （李 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