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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海清：当女演员难，当妈更难
采访海清当天，削瘦的

她穿着裙子，看上去少女感
十足。但是海清很清楚，
自己已是中年女演员。

在7月28日晚发表了
关于中生代女演员困境的
演讲后，她收到了大量信
息，其中一些前辈也表示感
同身受。

但是，有没有解决的办
法呢？海清没找到特别完美
的答案，她只是希望能引发

大众的思考。

困惑

“女人的其
他面，我接剧
本时看不到”

7 月 28
日 晚 的
FIRST 影 展
闭 幕 式 上 ，
胡歌喊话青
年导演，一
句“我便宜
又好用”点
燃 了 台 下
海清的内
心。

那一
刻，海清
“ 冲 动 ”
地决定，
自己也
要把憋
了 很
久 的

想法表达出来，她先在手机
里写下大概要讲的话，接着，
在群里喊话姚晨、梁静、小宋
佳，让她们做好一起上台的
准备。

然后，海清发表了那段
刷屏的演讲——

“我们是一群非常努力、
热衷表演的女演员，我们在
这个行业里一直在坚持，基
本上没有傍大款，也没有靠
父母，我们一直靠自己努力
从小走到大。而且我们和你
们一样，我们非常热爱电
影。但说一句实话，我们中
的大部分人是被动的，市场、
题材各种局限常常让我们远
离一些优秀的作品，甚至从
一开始就被隔离在外。”

她说大家足够专业，希
望有机会跟优秀的团队合
作，塑造出经典的角色，而且
还调侃道，“比胡歌便宜，跟
他一样好用”。

有人钦佩海清的勇气，
也有人质疑：身为一线女星，
还会没戏拍？

事实上，找海清的剧本
很多，但大多仍然是家庭
剧。她虽然不排斥，但觉得
太单一。

“女人在这个社会上除
了妈妈，应该有很多身份，她
不仅仅面对子女、家庭，也要
面对社会，面对自己的人生、
情感。但挺遗憾，除了妈妈
的身份，女人的其他面，我接
剧本时看不到。”

标签

不想止于“国民媳妇”
因为出演的家庭剧深入

人心，海清一度被称为“国民
媳妇”。

从 2006年到 2009年，她
凭借《双面胶》《蜗居》《王贵
与安娜》《媳妇的美好时代》
等家庭剧成为当时电视圈最
出风头的女演员。很多观众
认为，海清的表演真实、接地
气，而她的长相，也亲切、温
婉、邻家。

海清最早并不清楚自己

的优势，还一度对外表特别
不自信。如果别人找她试
镜，她会问对方是否需要漂
亮的女演员，要是得到肯定
答复就不去了，因为怕自己
尴尬，也怕对方抹不开面子。

曾和海清合作多次的滕
华涛导演就曾说，“演员的漂
亮跟普通人标准不太一样，
更多的是讲观众缘。有时候
就算长得再标致，观众觉得
你烦，那也完蛋，没办法翻
身。老海身上有种特别生猛
的生活气息，这点其他人没
法比”。

但是海清不想一直躺在
家庭剧的“舒适圈”里，尽管
《媳妇的美好时代》让她拿奖
到手软，但也成为了她事业
的“分水岭”，她开始试图脱
离“国民媳妇”这类的角色。

《黎明之前》里，她饰演
中共地下党员顾晔佳；《心术》
里，她扮演神经外科护士美小
护；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
里，她挑战一个外表男性化，
即将生育的妈妈形象……

2016 年，海清又迎来她
演员之路的高光时刻，她参
演的《小别离》播出期间，曾
创下连续11天收视冠军。

很多人羡慕海清的运
气，但海清却陷入困惑。拍
《女不强大天不容》时，她告诉
编剧六六自己有了“中年危
机”，因为周围美女层出不穷。

六六告诉她：“这个世界
上演员分几类，女明星和女演
员，女明星过了一段时间就不
愿意见人了，但如果你想当女
演员，任何时间段都不耽误你
是一个女演员，你内心很强
大，永远是好演员。”

家庭

“当妈妈真的挺难的”
在老师黄磊的盛情邀约

下，海清又一次出演了家庭
剧《小欢喜》，两人依旧演夫
妻，连名字都没改，和《小别
离》一样，还是方圆(黄磊 饰)
和童文洁(海清 饰)。

而且童文洁还是一如既

往的“虎妈”，面对学渣儿子，
恨铁不成钢，无比焦虑，十分
暴躁。

但生活中的海清，在孩
子的教育上却放松很多，她
和儿子之间的矛盾点竟然是

“长身体比写作业更重要”。
“我也很在乎儿子的学

习，但不代表一直使劲，就隔
三差五问一下。没考好会问
一下原因，我不焦虑他有多
差，我会横向比。要是大家
分数都低，那没事，可能是卷
子很难。”

童文洁式的焦虑，海清
在生活中见过很多次。

有一次海清健身时看见
一个妈妈因孩子不游泳情绪
失控。“她和小孩说：你一直
坐在游泳池边上，你知道一
堂游泳课多少钱吗？你坐了
两堂课了，那你来干嘛？我
告诉给你爸听，什么都不许
你玩，你就呆在游泳池里游
泳，下堂课你要是还坐在那
边试试看！”

这个场面当时让海清觉
得小朋友很可怜，但她转头
一想，自己督促儿子练琴的
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

“虽然我很少说钱，但的确想
的是一样的”。

所以，在海清看来，当妈
妈比当演员更难，生气的时
候要控制情绪，高兴的时候
也要理智。

对待儿子，她现在有些
“佛系”，“我把他当朋友，他
有心事愿意和我说就说，不
想说就不说。他有时也会强
烈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满，
我就不理他，离他远点”。

《小欢喜》开播之日，刚
好是海清发布演讲的第三
天。剧播出后，很快引发热
议，有人说海清是在重复自
己，也有人觉得她把“中国式
家长”刻画得淋漓尽致。

采访最后，当被问及会
不会像姚晨、梁静一样，也转
型“曲线救国”，她摇了摇头
说：“暂时没有转型的打算。”
然后又补了一句，“不排除将
来有这个可能”。（综合）

“哪吒”登顶中国动画电影票房冠军
根据猫眼数据，截至 4日发

稿，《哪吒之魔童降世》(下称《哪
吒》)的总票房已达 21.3 亿。《哪
吒》超越由《疯狂动物城》在中国
上映时创下的票房纪录，成为中
国动画电影史上的票房冠军。

该片不仅是票房黑马，还是
口碑“爆款”。目前，该片豆瓣电
影评分达 8.6分，在正在上映的

电影中评分居首位，并且在电影
总排行中好于 89%动画片和
97%喜剧片。

在《哪吒》之前，在中国上映
的票房前十的动漫电影中，只有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熊出没·
变形记》《大鱼海棠》三部电影真
正称得上是中国本土动漫电
影。（综合）

“新的歌友会”歌声嘹亮
为满足爱好唱歌者的需求，丰富

歌友们精神文化生活，从今年4月份
起，群众组织“新的歌友会”把演练基
地锁定在了开发区迎宾路旁（原天禄
转盘处）的一座亭子里，吸引了更多
的歌友参加。每晚，参与活动的歌友
都体验到了音乐的激情，从中感受到
了活动强大的娱乐性和互动的趣味
性。图为部分歌友合影。

(通讯员 沙阿庆 摄）

大型歌舞史诗 献礼伟大祖国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戏剧总

团、艺轩艺术团承办的大型歌舞史诗《回望与前行》8月3日晚在文
化城百姓剧场内举行。据了解，继去年舞蹈专场晚会《如此多娇》
之后，本场歌舞演出则通过《童年星光》《峥嵘岁月》《民族欢歌》《梦
想时空》等篇章献礼祖国70华诞，表达了对伟大祖国最崇高的敬意
以及最炽热的情怀，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图为演出现
场。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张磊 摄）

勇士将同格林
续约四年

新华社华盛顿 8月 3 日
电 据美国当地媒体 3日报道，
美职篮（NBA）金州勇士队将
同阵中大将格林签下一份为期
4年、价值1亿美元（1美元约合
6.94元人民币）的续约合同。

格林的这份续约合同将从
2020~2021 赛季开始，意味着
格林将在勇士效力至 2024
年。此前勇士队另一名核心球
员汤普森也同球队签署了 5年
续约合同，而库里的合同一直
到 2022年，也就是说勇士队在
未来 3个赛季可以保证核心阵
容的稳定。

今年 6月份结束的美职篮
总决赛中，勇士不敌多伦多猛龙
队，未能三连冠，也让很多人质
疑勇士开始走下坡路。对于这
种怀疑，格林不以为然。他说：

“下赛季勇士队会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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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宵，是夏夜的标配。穿着短
裤汗衫，吹着凉风，吃着烧烤，喝着
冰饮，好不惬意。在丹阳，你可以去

“老徽州”来份碳烤羊腿或去“潮汕
牛肉”吃顿火锅，还有藏在南门大
街、全福路等大街小巷里的各种美
食，让你一饱口腹之欲的同时，感受
城市的另一种温情。

说到夜宵的主打味道，烧烤当
仁不让。的确，烤炉“滋滋”作响的
声音，阵阵扑鼻而来的肉香，没有哪
个吃货能抵抗得了。老饕小赵就是
普善路一家烧烤店的常客之一。“晚

上熬夜，半夜饥肠辘辘出来觅食

的时候，肚子里的馋虫总能被这里
的香味勾住。虽然店面不起眼，但
烤出的食物真是美味无比，烤鸡翅、
羊肉串、玉米……吃起来嫩润无比，
嚼劲十足，汁水还很饱满。”小赵表
示，有时也会约上一帮朋友来此把
酒谈天，放松心情，“来上几串烧烤，
再来几瓶冰饮或者啤酒，完美。”

不过，对于一个老丹阳来说，一
碗肴肉面，才是宵夜中最惬意的打
开方式。“一碗肴肉面，几碟冷盘，最
后一碗大麦粥下肚——‘遐怡’（丹
阳话，意思为惬意）。”微友“小伟”的
夜宵基本是“四牌楼熟菜店”的肴肉

面，“肴肉香嫩不腻，汤汁味道鲜美，
面条滑润，吃多少年都不腻，就爱这
独特的家乡味，算是一种情怀吧。”

每当夜幕降临气温稍降，夜跑的
人群就渐渐多了起来。他们穿着带有
反光条的服装、跑鞋，三三两两出现在
运河边、公园里和僻静的非机动车道
上，俨然构成了丹阳夜晚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大家白天忙工作，没有时间锻
炼，可到了晚上就不同了，约着一起跑
步，既能放松心情，还能交到朋友。”丹
阳长跑俱乐部负责人洪祝对记者说。
据介绍，丹阳长跑俱乐部是我市成立
较早的跑步爱好者们的交流平台，经

常组织夜跑、半马等活动。从

2015年建设至今，已经有 600多名成
员。其中，年龄最小的十几岁，最大的
已达70多岁。夜晚，丹阳随处可见他
们矫健的身影。“俱乐部鼓励大家坚持
运动，倡导理性、快乐跑步，我们每天
都会组织大家夜跑。”洪祝告诉记者，
由于参加夜跑的人数较多，大家被划
分成多个片区，跑不同的线路。目前
有开发区片区，夜跑线路为东方盛世
到丹阳北站；华南片区，夜跑地点为丹
凤公园；市中心体育场片区，夜跑地点
为体育场；西门片区，夜跑地点为中北
学院周边。

21岁的小王是俱乐部夜跑团队中
的一员，每天晚上，他就会和“跑友”们
一起换上跑步装备，开始夜跑。“我们
的跑步线路是丹桂路东方盛世到丹阳
北站，大约10公里，需要跑50分钟左
右。”小王说，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他也
跟不上其他人的跑步节奏，但坚持到
现在，这些状况已经很少再出现了。

他坦言，夏季来上一场夜跑，除了锻炼
身体之外，更像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
友在一起玩，一起尽情享受绿色运动
的酣畅淋漓。

那么，夏季夜跑过程中，需要注意
一些什么呢？洪祝提醒大家：

一要注意人身安全。夜跑成员要
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绿灯要礼让；夜
跑时要让自己变得醒目，穿上带有反
光条的跑鞋或服装。夜晚的环境较
暗，这样可以让路上的车辆注意到你，
也可以避免跑步的人互相碰撞。

二要把握好时间和速度。夜跑的
时间最好控制在 30至 60分钟之间。
太短的话无法起到消耗脂肪的作用，
太长则会导致过度疲劳，影响睡眠；强
度也要适中，过高的运动会使神经兴
奋，影响睡眠。

三要注意补水。虽然晚上气温
没有白天那么热，但还是要注意补充
水分，防止中暑。

夏夜，更多的打开方
式……

夜纳凉
如果你不喜欢快节奏的夜跑，那就

考虑下漫步纳凉吧。在华灯初上的公
园放慢脚步，放空自己，也是个不错的
选择。丹阳可以散步的地方众多，运河
风光带、丹凤公园、万善公园、人民公
园、西门城楼等等。去河边休闲健身，
晚上夜游公园纳凉，都别有一番滋味。
不过，夏季绿地蚊虫较多，要带好驱蚊
用品哦。

夜观影
说起夜生活，看电影也是丹阳人的

不二选择。正值暑期档，多部大片轮番
上映，丹阳多家影院迎来大量客流。

微友“小朱”在 1 号晚上去影院观
看了电影《哪吒》。她告诉记者，“看完
了就直接回家睡觉，挺好的。而且这个
点出来看电影，人相对少些，好一点的
位置可以挑选。夜晚看电影，真是个很
不错的选择。”

丹阳市区目前有 5~6家影院，许多
影院最晚一场影片结束的时间大概到
了凌晨，遇上超级大片做零点首映，营
业时间会推迟到更晚。此外，丹阳还有
几家私人影院，通常营业到凌晨。所
以，只要你选择凉快的放映厅，便可以
尽情享受光影带来的乐趣。

夜健身
到了“露肉”时节，才想起自己还处

于“徒伤悲”的阶段。对于大多数上班
族来说，白天忙于工作，想挤出些时间
减肥健身，只有等下班之后。夏季以
来，去健身房锻炼的市民日益增多，特
别是去游泳馆游泳的人数不断增加。
的确，炎热的夏天通过游泳不仅可以避
暑，还可以锻炼身体，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也成为市民夏夜生活的热门选择。

不过，想要收到良好的效果，夜间
健身就要掌握好时间。应该避免持续
时间过长或健身结束与睡觉时间距离
过短。最好将锻炼时间控制在1至2小
时之间，在睡觉之前1小时结束。

在“深夜食堂”品尝美食

夜晚，不仅属于美食、休憩，
也是阅读的好时机。记者走访发
现，逛书城成为市民夏夜生活的一
种新选择。

1日晚7时，记者来到了书城，发
现这里人头攒动，三、四层挤满了人，

有的在耐心查阅自己感兴趣的书

籍，有的干脆捧着一本书找个角落
“两耳不闻窗外事”。在放有少儿读
物的一个小角落里，记者粗略数了一
下，竟“埋伏”着 15个沉浸在书海中
的小读者。正捧着《十万个为什么》
读得津津有味的小朋友子涵告诉记
者，自己暑期常来这里看书，基本隔

天就会来一次，“白天在家写作业，晚
上就过来看一些课外读物，增长见
识。在这里时间过得很快，很充实。”

书城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7、8月份以来，晚上在书城看书的人
数比平日有了很大增长，很多读者经
常“陪”着他们一起下班。

在“书籍海洋”尽享阅读

在“月光跑道”相约跑步

本报记者 周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