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观察纪实节目《但愿

人长久》 第二季昨晚回归北

京卫视。作为总导演和制片人

的悦悦表示，第二季将延续第

一季温暖治愈模式，在全国各

地探访各行各业的女性代表，

走进她们的生活和情感，通过

女性视角发现美、记录美和传

达美，展现“她时代” 的情感

力量。

第二季首期节目中，飞行

嘉宾刘嘉玲与其他三位常驻

嘉宾换上了警服，进驻警犬基

地，还与警员和警犬一起制伏

了“犯罪嫌疑人” 。 发布会现

场，首期节目主人公警花于娜

携带与她相伴了 13 年的功勋

犬大饼亮相。 今年 14 岁的大

饼因为年纪和旧伤，只能坐着

婴儿车亮相。 在于娜的讲述

中，大饼的敬业感动了每一个

人。

作为上一季的嘉宾，刘晓

庆这次走进了别人的故事里，

“已经拍了三集，感觉自己完

全沉浸在里面。 ” 说起参加节

目的初衷，刘晓庆表示自己近

年参加的综艺比较少，因为很

多节目非常折磨嘉宾。刘晓庆

说 自 己 不 会 在 节 目 上 去

“演” ，《但愿人长久》让她觉

得很真诚。 邱伟

近日，根据任天堂 1996

年同名游戏改编的电影《精

灵宝可梦： 大侦探皮卡丘》

发布了首支预告片，作为几

代人心中的经典形象，皮卡

丘终于被搬上了大银幕。 预

告片中，这只小怪物一身毛

绒质感， 并且一张口就是

“大叔嗓” ，颠覆了皮卡丘在

很多观众心目中的可爱形

象。

该片导演为曾执导《鸡

皮疙瘩》《格列佛游记》的

罗伯·莱特曼，《银河护卫

队》 编剧尼科尔·帕尔曼以

及《怪诞小镇》编剧亚历克

斯·赫什负责剧本，“死侍”

瑞恩·雷诺兹为皮卡丘配音

并完成动作捕捉，贾斯提斯·

史密斯、凯瑟琳·纽顿、渡边

谦等主演，讲述了蒂姆的父

亲被绑架之后，他与皮卡丘

一起搭档去找回父亲的故

事。 据悉，本片将于 2019 年

5月 10日在北美公映。

游戏 全球销量第

二的电子游戏

“精灵宝可梦”也被称为

“口袋妖怪” ，是日本任天堂

在 1996年推出的一款游戏，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通过捕获

收集宝可梦，并训练它们进

行对战，而几乎每个宝可梦

在升级进化的过程中都会改

变自身形象，并且变得更强

大。

这款游戏推出后，很快就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了大批拥

趸，随后游戏、动画、漫画、卡

牌等周边产业发展起来，成

为了全球最炙手可热的知名

品牌之一。 精灵宝可梦系列

是世界上第二热销的系列电

子游戏，仅次于任天堂的超

级马里奥系列。 在众多“宝

可梦” 中，最有名也最受观

众喜爱的便是皮卡丘，风靡

全球超二十年，不仅视频游

戏销售超 3亿元， 皮卡丘的

各类卡牌更是在全世界 74

个国家和地区被粉丝收集和

珍藏， 销售总量高达 236 亿

元。

而真人版电影《精灵宝

可梦：大侦探皮卡丘》就改

编自任天堂同名 3DS 掌机

游戏。 在游戏中， 主角蒂姆

（玩家） 与皮卡丘在寻找失

踪的父亲的时候， 卷入了影

响整个莱姆城的大事件之

中， 并且两人要合作揭开事

件的真相。作为搭档，蒂姆向

人类打听消息， 而皮卡丘则

负责向宝可梦们打探情报。

总之，在这款游戏中，皮卡丘

对玩家的帮助是必不可少

的。该款游戏一经发行，短时

间内就受到了游戏玩家的追

捧。 外媒 IGN也对《大侦探

皮卡丘》进行了点评，并打

出了 8.2 分的好成绩。 据

IGN 介绍，这款游戏“超越

了老套的侦探游戏内容，令

人眼前一亮。 ”

故事 侦破加喜

剧电影改编

从预告片中我们可以捋

一下整个故事情节。 一流的

私家侦探哈里·古德

曼 （保罗·基特森

饰）神秘失踪，他 21

岁的儿子蒂姆（贾斯

提斯·史密斯饰）决定

查明真相。 帮助他一起调查

的是父亲的前宠物小精灵皮

卡丘： 一个滑稽聪明可爱的

超级侦探。 蒂姆惊奇地发现

他能听懂皮卡丘的语言，于

是联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

的冒险。 故事背景设定在莱

姆城， 一个充满了霓虹灯的

现代大都市， 里面人类与口

袋妖怪们生活在一起。 两人

在追寻蒂姆父亲的踪迹时，

逐渐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秘

密， 这个秘密将会毁灭整个

口袋妖怪宇宙。

影片套用了侦探片类

型， 在紧张刺激的探案过程

中， 也不乏很多轻松搞笑的

喜剧桥段。 比如蒂姆与皮卡

丘在审问魔墙人偶关于蒂姆

父亲下落的线索时， 魔墙人

偶的哑剧表演令人捧腹。 电

影中悬疑的情节设置加上宝

可梦的软萌造型， 吊足观众

的胃口。

人物及海报 海报

里满是彩蛋

该片的男主角由好莱坞

新秀贾斯提斯·史密斯主演，

此前他曾在 《侏罗纪世界

2》 中作为智商和搞笑担当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女主角是凯瑟琳·纽顿，她在

片中饰演记者 lucy，之前她

曾经在电影《三块广告牌》

中有不俗表现。此外，渡边谦

在预告片中也有亮相， 饰演

大木博士。

预告片曝出的同时，该

片也发布了一张官方海报，

海报中暗藏着许多彩蛋。 海

报中两边的霓虹灯牌上写有

很多宝可梦游戏道具及场

所， 其中 HI-HAT� CAFE

为《名侦探皮卡丘》中皮卡

丘最爱的咖啡店。 马路边的

垃圾桶上写的“M2”暗示超

梦、左下角“R” 暗示火箭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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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皮卡丘原型是松鼠

很少有人知道皮卡丘的

原型其实是松鼠。 早在 1996

年《精灵宝可梦》这款游戏

首次发布时， 游戏开发者便

称皮卡丘的设计是基于一只

松鼠。 最初在创作该卡通形

象时， 给设计者西田敦子提

出的要求是： 一只可爱的小

怪物。 而西田敦子当时正好

想养只小松鼠作为宠物，于

是就根据松鼠的特征设计了

新的形象。 目前《精灵宝可

梦》 游戏共有 807 种精灵，

皮卡丘被归为鼠宝可梦。

B�皮卡丘竟然有毛

《大侦探皮卡丘》的首

支预告片出来之后， 皮卡丘

全身的毛绒质感引起了网友

的热议，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皮卡丘完全不是这个画风，

一直以为它的皮肤是光滑

的。 有网友说：“天哪，我一

直脑补的是防水光滑面

料。 ”甚至，当天预告片在国

内公布之后，“皮卡丘有毛”

还上了热搜。其实，在游戏的

最初设定里， 皮卡丘本来就

是有毛的， 只不过之前的动

画形象没法像 CG 做得那么

精细。

C�皮卡丘竟是大叔音

预告片中皮卡丘一张口

的“大叔嗓” 颠覆了网友心

中的可爱形象。其实，电影是

还原了游戏中的设定， 在任

天堂 3DS 同名游戏里， 皮卡

丘的配音就是大叔嗓。 电影

中配音的瑞恩·雷诺兹因成

功塑造了一个逗比的超级英

雄“死侍”而被影迷熟知。瑞

恩的声音十分贴合原游戏中

大侦探皮卡丘的声音， 并且

与皮卡丘的可爱造型也形成

了强烈的反差感。

D�皮卡丘淡白色肚皮

在预告片中， 观众可以

看出皮卡丘身体大部分颜色

为黄色， 但肚皮的颜色为淡

白色， 这是致敬了早期皮卡

丘的设计。

记者前日从北京人艺获

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艺

术家、北京人艺老艺术家蓝天

野之妻狄辛， 因病于 2018 年

11月 17日逝世，享年 91岁。

蓝天野老师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狄辛太热爱舞

台，半个多世纪的演剧生涯应

是没有遗憾！ 我当好好地生，

算是替她多留在舞台一些时

日吧！ ”

1954 年， 狄辛与蓝天野

结婚。 蓝天野曾在自传《烟雨

平生蓝天野》 中写道：“狄辛

重感情，重友谊，喜欢人与人

之间的真情交往，后来在演剧

二队、华大文工团，直到北京

人艺，也总有很多人喜欢跟她

交往。 她为人真诚，对朋友热

心，比我更强。 ” 狄辛和蓝天

野都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二

人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上，

都相守相伴。狄辛晚年卧病在

床多年，蓝天野老师一直都在

她身边陪伴照顾。

得知狄辛去世的消息，曹

禺之女、 著名剧作家万方表

示：“狄辛阿姨最美丽的音容

笑貌，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

北京人艺导演唐烨也哀悼道：

“您饰演的繁漪、 王昭君、陈

白露……永远留在了人艺的

舞台上、观众的心里。 ” 蓝天

野狄辛的家中晚辈王欢惋惜

道：“明年春节见不到她的身

影了。 她生病多年，但每年春

节都会准时出现， 由晚辈陪

着， 跳完最后一支舞才离

开。 ”

1927 年出生的狄辛原名

张涤新，早年曾就读于北平志

成女子中学。学习期间就很爱

好文艺。 1946 年到演剧二队

当演员，参加演出的第一个剧

目是郭沫若的《孔雀胆》，扮

演剧中阿盖公主侍女施继秀。

接着又先后在《夜店》中饰石

小妹、《大雷雨》中饰葛拉莎、

《丽人行》中扮演贯穿全剧的

报幕员等。 1948 年到华东解

放区，并曾在济南市青联工作

近半年。同年底到华北大学文

工二团当演员，后随二团归属

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 1952

年该团与北京人艺话剧队合

并成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她

也成为人艺演员。狄辛的戏路

宽广，台风动人，塑造了不少

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陈白

露、苦妹子、繁漪、西施、李善

子、爱丽丝、娜塔莎、梅莲清以

及王昭君等，都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印象。 王润

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狄辛去世

狄辛

狄辛的丈夫蓝天野

《但愿人长久》第二季播出

通过女性视角记录美

由路阳执导的奇幻动作电

影《刺杀小说家》，不久前曝

光了雷佳音、杨幂、董子健、于

和伟、郭京飞五位演员。 昨天

又曝光了特别出演的佟丽娅。

据悉，在电影里佟丽娅要完成

一场开场动作大戏，而为了把

这一场戏完成好，她花了整整

一周进行动作训练。

据悉，此次佟丽娅在《刺

杀小说家》 里饰演董子健的

姐姐，虽然仅有三场戏，但却

是电影里的开场大戏，而其中

一场动作戏，更是这部电影里

难度极大的一场动作戏，因为

复杂， 需要演员提前进行训

练。为了让动作打出来流畅有

力， 除了专业的动作练习，佟

丽娅在前期还要接受耐力、心

肺承受能力、爆发力等多项身

体极限训练。 本周，佟丽娅的

戏份将率先杀青， 路阳表示，

佟丽娅这场戏比预想的完成

度还要高，观众将看到一个从

未见过的佟丽娅。

佟丽娅加盟《刺杀小说家》

孔小平

首张官方海报

电影中的皮卡丘

皮卡丘小科普

皮卡丘变成 “大叔嗓”

你还爱吗？

滕朝

11 月 17 日至 19 日， 在北京天桥剧

场，世界著名芭蕾演员、莫斯科大剧院首

席斯维特兰娜·扎哈洛娃，与莫斯科大剧

院的众多明星一起为观众献上全新力作

《ＡＭＯＲＥ》，进一步加深中俄两国芭

蕾艺术界的交流和合作。

此次《ＡＭＯＲＥ》亮相天桥剧场，

是自 2016年在意大利首演以来全球演出

的第五站，也是在中国的首演。

《ＡＭＯＲＥ》包含三部风格迥异的

芭蕾作品，分别是《弗兰切斯卡·达·里米

尼》《雨落之前》《诙谐燕尾服》。 扎哈洛

娃委托三位世界知名的编舞家为她量身

打造的这部作品， 使她能在古典与现代

流派间进行尝试。

《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出自但丁

《神曲》中的爱情故事，背景音乐是柴可

夫斯基的同名交响幻想曲。 时而轻盈、时

而激烈的旋律， 伴着纷繁多变的精妙舞

步、蹁跹飞旋的优雅身姿，舞者近乎完美

的精湛技艺与真切饱满的深情让观众感

受到其惊人的塑造力。

《诙谐燕尾服》展现了燕尾服和蓬蓬

裙的奇妙碰撞，是由扎哈洛娃与五位独舞

男演员共同演绎的轻快舞剧，其背景音乐

为莫扎特Ｇ小调第四十号交响曲。 恰到

好处的精妙喜感带着淡淡的忧郁，在强弱

分明的音乐旋律中，扎哈洛娃的舞步错落

有致，动作直白而有力，令观众在诙谐的

氛围中回味无穷。

“我喜欢与众不同的、未知的东西所

带来的挑战。”扎哈洛娃说，“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不只是创作一个新作品，而是一个

大制作，这样我能在三部各异的芭蕾作品

中诠释不同风格的编舞。 ” 中央芭蕾舞团

副团长王全兴说，我们邀请扎哈洛娃来天

桥剧场演出，一方面是为了繁荣北京演出

市场、引领芭蕾风尚、丰富百姓文化生活，

让更多人感受世界芭蕾巨星的风采；另一

方面，更是为了促进中俄的文化交流，增

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世界著名芭蕾演员扎哈洛娃作品《ＡＭＯＲＥ》中国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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