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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君娜）昨天，

在第十一期“平行语宙”上海青
年创意分享季上，“光影星生”青
年影视人才战略在沪发布。该战
略将通过青年影视企业、高校影
视学院、青年创意人才协会等多
方联手，创新培育青年影视人才
合作机制，为上海影视事业的发
展培养一批“星生代”。

定期招募优质学员
由中誉青年影业携手上海

市青年创意人才协会、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和云堡未来市共
同成立的上海青年影视人才培
育基地落户松江， 将借助松江
“科技影都”建设，成为一个全新
的青年影视专业人才孵化平台。

与此同时，校企合作的 3家大学
生影视创作实训基地也在现场
揭牌，包括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
院影视创作基地、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纪录片学院纪录片人才孵
化基地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大
学生影视实训基地。

同时发布的还有光影星生
优才计划，分为“光影新星”青年
影视新锐培养和 “光影造梦”青
年影视内容创作两大内容。其
中，“光影新星”将以大师训练营
的形式，每年定期在高校招募优
质学员，通过青年影视人才培育
基地这一平台进行课程培训。据
介绍，知名编剧、著名教授、行业
资深电影主创等都将成为导师
团的一员，让有编剧梦、导演梦、

演员梦的高校生有实战学习的
机会，打造影视行业青年人才培
育生态链。“光影造梦”青年影视
内容创作则将建立“青年影视创作基金”，高校学子
可通过专门渠道申请项目基金，经项目委员会筛选
评定后获得基金， 助力高校学子实现内容创作梦
想。此外，“光影造梦”还将在线上设立开放型的影
视创作交流板块， 大学生可通过注册成为社区成
员，与青年影视创作人进行内容创作及影视技术等
相关行业方向的讨论。

打通影视创业最后一公里
“在‘上海文创 50条’精神指引下，通过企业、

高校、协会多方合作，青年影视人才平台力求产生
集聚效应，通过向业界输送新锐人才，努力打造青
年影视人才培养的有效孵化器。” 主办方相关负责
人表示，“‘光影星生’ 战略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联合
人才、作品以及市场，帮助大学生打通影视创业的
最后一公里。”

作为创意对话的高端平台，本次上海青年创意
分享季上，来自影视行业的专业人士分享他们的成
长之路。上海广播电视台重大影视剧项目办公室运
营主管、电视剧《大江大河》责任编辑韩笑分享了电
视剧《大江大河》的成功之道。“《大江大河》在人物
设定上，坚持四个不回避：不回避人性的弱点，不回
避时代的矛盾，不回避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
问题， 不回避在前行道路上可能会犯下的错误。正
因如此，我们看到了更细腻、丰满、真实的人物群像
和改革历程。”对于主旋律作品如何成为“10 万+”

爆款，韩笑也分享了两个“坚定”，“坚定现实主义的
创作方向，坚定主旋律精品剧的创作方向。”综艺节
目《极限挑战》总编剧、SMG东方卫视中心导演王海
龙表示：“我们让参加节目的明星走上象征着‘人生
大桥’的哈尔滨大桥，来表达生死的概念。节目播出
时，引发很多讨论。不少人说：一个综艺节目有必要
去讨论这么深刻的概念吗？我想，任何节目都需要
表达，综艺节目也不例外。”

清晰度比高清影像高16倍，一探电影技术“天花板”

首部8K戏曲电影《捉放曹》开机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上海京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王珮瑜和国家京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王越主演的京剧电影《捉放曹》，

昨天在上影集团车墩影视基地开机。

精细化处理，加强眼神戏
上海京剧院已与导演滕俊杰多次

合作，包括《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
信》《曹操与杨修》等。滕俊杰执导的京
剧电影《贞观盛事》处于后期制作阶段，

即将与广大观众见面。他表示，目前，京
剧电影拍摄已有一定经验，更须全力以
赴，找到新的状态。开机后，剧组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再次围读剧本。

滕俊杰透露，《捉放曹》 计划采用
8K全景声技术拍摄，将成为首部 8K戏
曲电影。拍摄遵循“京剧为本、电影为用”原
则，“我们站到了新的起跑线上，摸一摸电影
技术的‘天花板’”。在清晰度比高清影像高
16 倍的 8K 摄影机前，《捉放曹》造型、舞美
精益求精，小到晾晒的咸菜、黄豆等皆为实
物。滕俊杰笑言，演员化妆要像新郎、新娘般
精细，要用做家具的态度做道具。

主演王珮瑜、 王越等反复琢磨表演细
节。王珮瑜表示，京剧作为舞台艺术，表情和
肢体动作较电影更为夸张，务求能让几十米

外的观众看得清； 拍 8K戏曲电影则需要精
细化处理，加强眼神戏，经得起镜头放大考
验。开机前，《捉放曹》在周信芳戏剧空间和
人民大舞台演出两轮，强化身段动作“标准
化”，减少随意性，方便电影多角度取景。

上演近 200年，久演不衰
《捉放曹》是一出京剧谭、余流派老生的

代表作，同时也是经典的花脸应工戏。剧情讲
述曹操刺杀董卓未遂逃走，至中牟县被擒。公

堂上，曹操用言语打动县令陈宫，使陈宫弃
官一同逃走。行至成皋，遇曹操父亲之故友
吕伯奢，吕盛邀其至庄中款待。曹操闻得磨
刀霍霍，误认为吕伯奢存心加害，便杀死吕
伯奢全家，焚庄逃走。陈宫见曹操如此心毒
手狠，十分懊悔，宿店时，趁曹操熟睡后，

题诗与曹操，独自离去。

《捉放曹》上演近 200年，经过历代艺
术大师的打磨、推敲，成为经典，久演不
衰。其中“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一轮
明月照窗下”等脍炙人口的唱段更是广为
流传。王珮瑜饰演的陈宫爱憎分明，心理
变化复杂，王越饰演的曹操在此剧中处于
刚“出道”时期，血气方刚。陈宫对曹操先
捉而后放，放了又悔的复杂心理，让该剧
情节一波三折。 当传统剧目拍摄成电影，

大银幕和特写镜头可以对人物内心纠葛外化
为程式唱腔这一特点予以充分呈现，超高清的
银幕分辨率让演员的每一个动作和神态一览
无余，也考验着演员的表演功力。王珮瑜表示，

相较其他一些不动声色的传统戏，《捉放曹》情
节跌宕、情感起伏大，老生与花脸对手戏复杂
纠结，能够代表老生行当最高级审美。

京剧电影《捉放曹》由上海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京剧院、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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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世界杯上欧洲球队崛起，女子足球男子化趋势明显

无缘八强，“铿锵玫瑰”如何再出发
■本报特派记者

秦东颖

2019法国女足
世界杯八分之一决
赛于北京时间 26

日结束。中国女足不敌意大利队无缘八强，创队
史世界杯最差战绩。本届女足世界杯上，美国、

瑞典等传统强队保持优势，法国、西班牙、意大
利等欧洲球队崛起，“女子足球男子化” 趋势越
来越明显。 在世界女足运动历史性变革的潮流
中，中国女足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技术仍是中国队立身之本
上届加拿大女足世界杯，美国以 5比 2大胜

日本队夺冠。尽管日本女足的传控打法遭遇重大
打击，但在先天身体条件难以跟欧美球队抗衡的
情况下，这仍然是中国女足等亚洲球队未来一段
时间内的选择。只是在面对欧美球队时，如何用
传控遏制住对手的狂轰滥炸是亟需解决的课题。

本届法国女足世界杯揭幕战，法国队与韩
国队的比赛成为欧洲球队与亚洲球队对抗的
一面镜子。法国队的拼抢、速度、技战术呈现男
子化特点，韩国队完全处于下风。上海市足协
副主席兼秘书长林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也谈到，“乍一看法国队场上的表现，还以为是
男足比赛。”在谈到中国女足的现状时，林毅认
为，“像马元安等一批老教练对技术抠得比较
细， 所以 1991年拿到世界杯亚军的那支中国
女足不但有整体性， 而且将技术做到极致，当
时的孙雯、刘爱玲都是技术型球员。即便那时
在身体对抗上不如瑞典、 挪威这样的欧洲强
队，中国队也能出成绩。”

纵观本届法国女足世界杯中国队的表现，

球队在防守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中后场
球员的防守拦截有强度，最后一场与西班牙的
小组赛，硬生生防住对方 24脚射门，力保球门
不失。至于中前场进攻组织，相对还缺少技战
术套路，这或与主教练贾秀全主导防守反击思
路有关。 日本女足曾经夺得 2011年女足世界
杯冠军，虽然身体条件落于下风，但她们坚决
的战术执行力、细腻的个人技术以及良好的体
能都极好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尽管日本队也在
本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遗憾出局，但她们
在青训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女足借鉴。

高水平欧洲男足带动女足
中国女足因为起步早，一度跻身世界一流

强队。随着世界范围尤其是欧洲国家对女足的
重视，中国女足已经沦为世界二流。这其中，高

水平欧洲男足对女足的发展促进作用明显。

本届女足世界杯，美国队不再一家独大，八
强球队中其他均为欧洲球队。 从欧洲女足身上
也能看到该国男足的影子，比如德国队，球队整
体性较好， 秉承德国男足的纪律性和战术执行
力。 德国队主教练特克伦博格自己就是国脚出
身，她曾谈到，因为与德国男足主教练有比较多
的交流，所以能吸取很多男足的经验。在中德一
战中，德国队门将也是全队进攻体系的一部分，

常常由她发动进攻的第一环， 这一点像极了德
国男足门将诺伊尔。 西班牙女足则把西班牙男
足的传控风坚持到底，传控球完全占优。

相比男足，女足的市场价值不高，这决定
了女足的发展需要依托男足。比如巴黎圣日尔
曼、里昂等俱乐部都有女足球队。东道主法国
队作为夺冠热门， 渴望复制男足同胞 1998年
在主场捧杯的壮举，去年俄罗斯世界杯法国男
足捧杯也给女足注入了强心剂。在刚刚结束的
女足欧冠上，里昂队获得冠军。法甲女足联赛
高水平发展，也带动了该国女足整体进步。

“扔”给市场不是解决之道
中国足协今年初下发《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

乐部准入规程》提出，所有申请中超联赛准入资
格的俱乐部均应拥有一支女足队伍。2020年，没

有女足的俱乐部无法取得中超联赛的准入资格。

中国足协借助市场化手段，通过男足带动
女足。但有业内人士认为，把一项没有市场的
运动“扔”给市场，也可能导致走入另一条死胡
同。首先，国外的男足俱乐部通常已经形成盈
利模式，其对女足的投入也有限，何况中超俱
乐部几乎都是亏损运营，增加女足投入势必增
加经济负担。其次，规定中超俱乐部对女足球
队的投入不超过 3000万元， 且女足球队只要
参加乙级队比赛即可。事实上，目前有些女超
俱乐部的投入已经远高于这个标准，而对于小
俱乐部而言，可能出现随便拉一支女足球队充
数的状况，最终导致女足不平衡发展。

林毅说，中国女足缺少好的青训教练。“没
有好的教练怎么会出好的球员？还是要提高女
足教练的待遇。上海女足一直坚持走技术型路
线， 我们也在考虑引进日本 U18梯队教练，借
鉴日本的青训经验。” 目前国内女足还有体校
培训模式， 中国足协还需从政策层面予以扶
持，比如对女足青训经费投入的倾斜；比如球
队少比赛不够，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春季秋季
联赛。近几年女超引进高水平外援后，联赛水
平有所提高，但放之国际舞台还只是跑了一小
步。“铿锵玫瑰”再出发，要走出适合自己的发
展之路。 （本报蒙彼利埃 6月 26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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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演员化妆要精细，用做家具的态度去做道具

《捉放曹》剧照。 （资料）

点球大战淘汰全北现代

上港挺进亚冠八强
本报全州6月26日专电 （特派记者 陈华）

昨晚的亚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上海上港队客
场以1比1逼平韩国全北现代队，两回合双方总
比分2比2平， 随后比赛进入加时赛和点球大
战。最终，上港队以5比3挺进亚冠八强，报了三
年前0比5惨败的一箭之仇。

开场后上港队踢得略被动， 第 26分钟就
被全北现代队高中锋金信煜扫射打破僵局。摸
清楚全北队只有高空球制造第二落点射门的
三板斧后， 上港利用四大超级外援的个人能
力，逐步压制对手。这是一场近乎肉搏的战斗。

张卫拼到了抽筋，替补登场的李圣龙膏药式的
防守让全北边锋文宣明恶意犯规吃到红牌被
罚下场。 全北现代队主帅莫莱斯也因为抗议，

下半场被主裁判罚上看台。

在最考验心理素质的点球大战，上港将士
的心态明显更放松。同样是第一个出场，上港
前锋胡尔克轻松罚入，全北前锋李同国的射门
则被颜骏凌神准扑出。之后埃尔克森、艾哈迈
多夫、王燊超和奥斯卡主罚的点球都稳稳射入
网窝，根本没有给到全北现代队逆转的机会。

虽然拥有四名超级外援，但上港队这个夜
晚踢得更像一个整体。点球大战前，队长胡尔
克特别把队友召集成一个圆圈，发表了激情洋
溢的演说。 赛后他透露：“我把信心传递给球
队。我和队友说，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注意力
保持集中，就算点球没踢进也没问题，下一个
队员接着踢进就好。”

这个周末，上海上港队马上要回到中超迎
战深圳队。 胡尔克已经喊出了冠军宣言，“我
们不仅要拿中超冠军，还要争取拿亚冠联赛的
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