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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4 月 13 日电

2018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亚运会选
拔赛13日上午在太原开赛。在自
己并不擅长的女子200米仰泳预
赛中，名将傅园慧表现不佳无缘
决赛。饱受伤病困扰也让“洪荒
少女”萌生了退役的念头。

女子200米仰泳预赛，傅园慧
在第五组出场，在前半程大幅领
先的情况下，后程乏力逐渐被超，
最终以2分15秒19的成绩排名本
组第五。

对于接下来的 50米仰泳和
100米仰泳两项，傅园慧表示，“如
果不行的话，可能就退役吧。请
不起队医，没办法。”当退役一词
从傅园慧嘴里蹦出来的时候，在
场记者都颇为惊讶，而她则宽慰
说：“每个运动员迟早都要面对
的。”

年底，杭州即将举办世界短
池游泳锦标赛。傅园慧能否在家
乡父老面前一展身手仍是未知
数。“我现在真的游不了，如果这
个伤病问题解决不了，连我以前
的成绩都达不到，我觉得我对中
国游泳不会有什么贡献。”傅园慧
说。

今年3月份，傅园慧在个人社
交媒体上透露，“我也有不磕止痛
药就痛到不能训练的一天”，并配
发“低头整理悲伤”的表情。本次
全国游泳冠军赛，她依然是带伤
上阵。

“今天也吃了止痛药，受伤的
肩膀还不能用力，然后没有体力
去完成比赛的感觉。”左肩贴着两
条红色肌贴的傅园慧出现在混合
采访区，显得颇为疲惫。

从比赛进程来看，傅园慧在
前100米尤其是前50米优势还是
相当明显，但显然是受到肩伤的
影响，后半程速度明显下降。“我
以前左手是主要发力手，就是这
只手支撑了我整个身体，现在这
左肩伤了以后，技术也变了，也很
难去游了。”傅园慧说。

和去年全运会时相比，再一
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傅园慧消
瘦了很多。她解释说：“有一部分
是刻意在降体重，去年世锦赛的
时候体重比较大，不是特别好，现

在减轻体重，但是减轻体重的同
时，肌肉下降得特别厉害，伤病也
暴露出来。”

两年前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暨
里约奥运会选拔赛上，记者问她
对于入选奥运会的目标，傅园慧
曾笑言：“没什么信心，我觉得我
要落选。”结果她在奥运会上收获
铜牌。而这次冠军赛同时也是雅
加达亚运会的选拔赛，谈及目标，
傅园慧竟表示：“亚运会？我不一
定游得进，全国前两名才能参
加。”说完自己也笑了起来。

4月13日，北京电影学院公
布 2018 年艺考成绩，吴磊以

92.85高分获表演专业全国第一
名，恭喜三石弟弟。

4月13日，李大为导演的遗
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未能到场
的蒋勤勤发文沉痛悼念曾相恋
五年的初恋：“谢谢你弥留之际
还念叨到我，谢谢你给予我的曾
经，我们的青春……”蒋勤勤也
表示，没能去见李大为最后一
面，会是她一生的遗憾与不安：

“你是我们所有人心里永远的那
一缕暗香。”

4月 10日，曾执导过《金粉
世家》等经典作品的导演李大为
病逝，年仅47岁。

李大为和蒋勤勤是师兄妹，

又曾是情侣，两人同毕业于北京
电影学院，李大为导演比蒋勤勤
早毕业 5年，此外，蒋勤勤曾出
演过《英雄郑成功》，而李大为则
是该部戏的制片人，这也让两人
感情不断升温。

据李大为回忆，两人相识则
是因电影选角，见到蒋勤勤第一
眼，便喜欢上了她，可谓是一见
钟情。

2005年一篇采访李大为导
演的文章称，对于与蒋勤勤相恋
五年后分手，李大为一直都很后
悔，而再续前缘已无可能。（综合）

自从去年好莱坞知名制片人
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行为被曝
光以来，好莱坞掀起了一场空前
的性丑闻揭发潮。越来越多的女
演员选择勇敢站出来揭露在工作
时遭受的性侵犯和虐待，包括安
吉丽娜·朱莉、格温妮丝·帕特洛、
艾什莉·贾德…

13日，美国演员工会提出一项
新的禁令，要求好莱坞禁止在酒店
和住所进行试镜，以减少以此为名
的性骚扰。美国演员工会主席Ga⁃
brielle Carteris声明：“我们致力于

挑明此类情况，它允许捕猎者们以
工作会面为掩护、在关起来的门之
后剥削利用表演者们。”

这个新禁令被命名为“一号
指导方针”，要求制片人和别的决
策者们“不要在私密场合试镜”，
也要求演员工会成员和他们的代
理人“不要答应在此类高危场合
进行工作会面的要求”。方针还
规定，当演员工会成员反过来作
为制作人或别的决策者，可以影
响别人的职业生涯时，这项规定
也适用。

每隔一段时间，网络上就会
出现一些点评女明星容貌的帖
子，在“谁的侧颜最美”话题中，董
洁的照片经常是用来结束论战的
那一张。很多人羡慕她的长相，
但私下里，董洁却是非常随意的
人，采访的当下，拍完照的她立刻
换上了最喜欢的牛仔裤配运动

鞋。
很小就进入舞蹈学院，一直

在相对封闭稳定的环境中成长，
董洁眼中的世界一度是简单的。

“30 岁以前，我体会不到人
的复杂性，不知道坏人也有好的
一面，好人也有坏的一面。给我
一个角色，我可能会特别表面地

去看待。30岁之后，生活就丰富
了，看待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了，
也开始知道自己的复杂性。”

理解这件事，董洁花了很多
时间和精力。她说自己虽然倔，
但并不钻牛角尖，面对难以立刻
接受的事情，总能在了解的过程
中慢慢地自我消化。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三国机
密》中，董洁出演了先汉少帝刘辩
的皇后唐瑛，刘辩在位的时间很
短，十五岁时就在董卓的胁迫下
自尽，因此史书中对于皇后唐瑛
的描述也不多。

这恰恰给了文学创作极大的
想象空间，在《三国机密》小说中，
唐瑛多了一重身份，杀手。到了
电视剧里，唐瑛还跟司马懿(韩东
君饰)有一段情感展开。

董洁说，唐瑛的双重身份和
此后的转变，是她觉得很有意思
并最终决定出演的原因。“司马懿
出现后，她才慢慢地知道原来生
命之所以让人留恋，是因为你还
有爱的人。”

《金粉世家》走红 直到
《相爱十年》学会演戏

时至今日《金粉世家》都是观
众口中津津乐道的经典。剧中，
董洁饰演的冷清秋内敛而知性，
柔弱却不失坚韧，和陈坤饰演的
金燕西演绎了一段曾经美好却注
定走向分离的爱情。

冷清秋给董洁带来了新的成
功，但同样也有束缚。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她的荧屏形象总带着
温婉文静的标签，比如电视剧《早
春二月》中的陶岚、《还君明珠》中
的金明珠。“很多人会把冷清秋认
为是我，生活中我不可能像她那
样安静。也绝对不会没有主见，
很柔弱。”

但董洁也承认，是电视剧给
了她最重要的磨炼。“其实我一开
始真的不太会演戏，真正学会演
戏还是从《相爱十年》开始的。我
没读过电影学院，就是在不同角
色和作品里积累着对表演的理
解。”

在 2014年播出的电视剧《相
爱十年》中，董洁饰演的韩灵跟着
大学时代的恋人肖然(邓超饰)一
同南下发展，收获了财富却失去
了爱情和人生。

董 洁 说 她 演 每 部 戏 都 很
“真”，但在这部戏中第一次跟角
色对接上，“她(韩灵)难过时，你
理解她为什么难过。作为演员来
讲，那一刻很过瘾。”

演赵薇情敌很辛苦 生
活中不喜欢强迫他人

而对于董洁来说，真正表演
上面对的挑战，则来自于三年前
的那部电视剧《虎妈猫爸》。她在
剧中饰演的唐琳是佟大为饰演的
猫爸罗素的初恋女友。职业是国
际教育专家，在教育理念和感情
上都与赵薇饰演的虎妈毕胜男展
开了冲突和纠纷。

最初接到这个角色时，董洁
很犹豫，因为唐琳和她太不一样
了。唐琳喜欢把自己的理念灌输
给别人，但董洁不会。“我从来不
会强迫别人接受我的什么观点，
最多说上一两句，不接受就算
了。所以很难接受一个女人(唐
琳)，一直去告诉一个男人，‘我说
的是对的，你相信我吧’。”

但导演姚晓峰却觉得董洁很
合适，“他说我作为罗素的初恋情
人站在那儿，就能给另一个女人
特别多的压力”，正是这个理由，
说服了董洁，“我觉得导演说得
对，毕胜男是活泼的，唐琳则很安

静，当这两个不同性格的人出现
时，本身就是一种对立。”

因为与角色相差太大，董洁
说，表演时很辛苦，所以她基本全
靠“想象力”。“唐琳刚出场时，跟
罗素有场对手戏，一边跟他说话，
一边看他手上的结婚戒指。那种
小感觉，如果不是接触这个角色
的话，我永远体会不到。我也没
想到，我能演出那种有一搭没一
搭逗人家的微妙感觉。”

自认已是幸运 对未来
没野心不执拗

很多人觉得董洁的演艺事业
应该再好一点。她说，她也曾有
过这样的困惑。但却始终认为每
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某个方面
老天没给你，或许在其他的方面
会让你得到更多。就演员来说，
我始终认为机会和命运占了更大
的比重，70%到 80%，所以永远不
要期待那个高峰。”

董洁说自己已经很幸运，不
是学表演出身，却能被张艺谋选
中顺利走上演员的道路。就连有
时观众替她觉得委屈——“就是
冷清秋这个角色太耀眼，从而掩
盖了她之后的努力”，她也毫不在
意。“其实我一点都不委屈，作为
一个演员，如果有一个角色让观
众记住，那就是莫大的荣幸。我
永远记得《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莉
香，如果能成为那样的演员，你说
多好呀。”

她说没有太多预计自己的未
来，因为第一步就已经让自己很
惊讶了。“可能是野心不够吧，但
也挺好的，没有丢掉生活。”她随
即补充道，面对好的角色和机会，
并不会毫无事业心，只是不会那
么执拗，“就永远在准备着吧”。

（综合）

董洁：能有一个被记住的角色，是种荣幸

“请不起队医”！ 傅园慧饱受肩伤困扰萌生退意“谢谢你给予我的曾经”

蒋勤勤发文悼念初恋李大为

北电艺考 吴磊摘表演专业第一

反性侵，美国演员工会：

禁止好莱坞在私密场合试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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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基辅4月12日电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12日表
示，乌将正式退出独立国家联
合体（独联体），并将关闭位于
白俄罗斯明斯克的乌驻独联体
总部各相应机构的代表处。

波罗申科是在当天举行
的第十一届基辅安全论坛上
作出这一表态的。他同时还
责成乌政府重新审议独联体
框架内签署的各项协议，研
究其是否违背乌国家利益，
以便在乌正式退出独联体时
作相应处理。

乌克兰当局于 2014 年 3
月 启 动 退 出 独 联 体 进 程 。
2014年 3月 16日，乌克兰克里
米亚自治共和国通过全民公
决，宣布“独立”并加入俄罗斯
联邦。18日，俄总统普京同克
里米亚代表签署条约，允许克
里米亚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
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对此坚
决反对。乌外交部随后表示，
乌克兰不再担任独联体 2014
年轮值主席。

独联体成立于 1991年 12
月，乌克兰为独联体创始国，
但由于议会未批准独联体宪
章，一直作为独联体联系国，
实际参与独联体事务。

近日，故宫博物院针对宫内地面地砖因历史悠久、行人踩踏等
损毁实际，开始分块、分时、分段对破损地面进行修补，确保以崭新
的面貌迎接游客的到来。

故宫开始对破损地面动故宫开始对破损地面动““手术手术””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国务院近日同意设立内蒙古满
洲里、广西防城港边境旅游试
验区，这是我国首批设立的边
境旅游试验区。

据介绍，在内蒙古满洲
里、广西防城港开展试点试验

的基础上，将根据改革举措落
实情况和试验任务需要，适时
选择不同类型、具有代表性的
边境地区开展试验，对试点效
果好、风险可控且可复制可推
广的成果，及时复制推广，推
动建设一批边境旅游目的地。

我国设立首批边境旅游试验区

福建三名犯人杀
害狱警未遂
一人被改为死刑立即执行

新华社福州4月13日电
福建省南平市检察院日前通
报一起监狱在押犯人杀害管
教狱警未遂案件，三名涉事在
押人员中，一人改判死刑立即
执行，另两人为无期徒刑。这
是福建省发生的首例，原判死
缓限制减刑的罪犯在服刑期
间重新犯罪，被人民法院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

新华社大连 4月 13 日电
大连市委近日通报去年以来查
处的7起党员干部不作为、乱作
为典型案例，对涉及的 17名干
部点名公开问责。

大连市发展改革委（市物价
局）对部分检车企业违法涨价事
件处置不力，其党组和主要负责
人被问责。2016年 12月，大连
市部分检车企业集体违法涨价，
持续长达半年多时间未得到解
决，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对此
负有责任的大连市发展改革委
党组被问责，大连市委给予大连
市发展改革委原党组书记、主任
顾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规定
履行相关程序），并给予相应组
织处理；党组成员、副主任慈元
堂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临
时负责市物价局价检分局全面
工作的副局长王大滨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

大连市体育局党组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被问
责。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8
月，体育局先后有 21名党员干
部因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党纪政
纪处分，其中6人被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市体育局党
组在此期间选拔任用的 8名干
部均发生了违纪违法问题，造成
严重不良影响。市体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张运东不正确履行职
责，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
整职务处理；原市体育局纪检组
组长朱丽履职不到位，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

受到处理的还包括瓦房店
市市长高顺东，金普新区环保局
原党组书记、局长王贺宏，庄河
市编办、庄河市检察院相关人
员，大连产权交易所董事长、总
经理、党支部书记李晓光，大连
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分局主任科
员张俊杰、副主任科员孙丹丹
等，所涉问题包括不正确履行职
责、失职失责、造假、乱作为、收
受好处费等方面。

大连市委在通报中指出，一
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仍然存在不
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有的
党员干部在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市决策部署时不认真、不坚决，
在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时不
严谨、不规范，在依法履行职权
职责时缺乏责任担当，懒政庸政
怠政，甚至以权谋私，不仅严重
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也给大连
市营商环境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通
报要求对严重失职失责问题严
肃追责，对不作为、乱作为问题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海南全岛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大连市17名干部
不作为、乱作为被问责

乌克兰总统宣布
将退出独联体

俄方说禁化武组织的毒剂
调查结论无法令人信服

新华社莫斯科 4月 12 日
电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
罗娃 12日说，禁止化学武器组
织（禁化武组织）对俄前特工

“中毒”事件中的毒剂进行调
查所得出的结论无法令人信
服。

禁化武组织 12日发布公报
称，该组织已完成相关样本分析，
确认了英国当局的分析结果。英
政府此前认定，这一事件中使用
的是军用级别化学毒剂“诺维乔
克”。但是，公报并未指出化学毒
剂的名称和结构。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警告美国不要对叙利亚动武

新华社联合国4月12日电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
涅边贾12日警告美国及其盟友
不要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

涅边贾当天在参加联合国
安理会关于叙利亚局势闭门磋
商的间隙对媒体说，俄罗斯对
目前叙利亚紧张局势升级表示
担忧，希望局势不要发展到无
可挽回的地步，希望美国及其
盟友不要对一个主权国家采取
军事行动。

对于美国对叙利亚采取军
事行动会否引发美俄之间战争
的问题，涅边贾说，不能排除这
种可能性。他表示，当务之急
是避免战争，希望通过适当渠
道进行对话以避免局势升级。

涅边贾表示，美国若采取

军事行动将违反国际法，即使
威胁使用武力也违背《联合国
宪章》。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
东古塔地区日前据称发生“化
学武器袭击”事件。美国总统
特朗普 9日表示，美方在军事
上有很多应对选项，将在 24至
48 小时内决定如何回应。特
朗普 11日再次威胁对叙动武，
美国还谋划与英国、法国统一
行动。

叙利亚外交部 11 日发表
声明，批评美国威胁对叙发动
军事打击是鲁莽的、使局势升
级的行为，指出没有证据支撑
的“化学武器袭击”是美国采
取行动的“毫无说服力的借
口”。

13日下午，习近平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中央支
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争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
例。

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
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
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这是党
中央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
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
出的重大决策，是彰显我国扩大
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
决心的重大举措。

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经济特区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把握好新的战略定位，

继续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改革开放
的开拓者、改革开放的实干家。

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党中央对海南改革开
放发展寄予厚望，最近研究制定
了《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指导意见》，赋予海南经济
特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责任和使
命，也为海南深化改革开放注入

了强大动力。这是海南发展面临
的新的重大历史机遇。

习近平要求，海南广大干部
群众要抓住机遇、再接再厉，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持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发挥自
身优势，大胆探索创新，着力打造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动范例，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
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
片。

（据新华社）

习近平：党中央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