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两次入蜀出席文化讲座，于
丹教授与现场观众齐声吟诵李白
《将进酒》、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
时有》，朗朗书声犹在耳畔，这样的
文化氛围令她特别欣喜。

于丹教授告诉封面新闻记者，
和成都的观众特别有默契：“我喜欢
成都的朋友，不管是在图书馆还是
博物馆，成都人一直有饱满的热情，
对家乡的文人墨客充满了骄傲。我
特别喜欢和大家一起朗诵名篇，大
家可以期待，我们一定用齐声朗诵
向杜甫致敬。”那么，6月13日于丹教
授将在成都博物馆诵读那几首杜
诗？她也在12日晚做了一个小小的
剧透，“肯定会有《望岳》，而这首诗
里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
是我这次演讲的主题。”

在唐朝浩如繁星般的诗人中，
于丹教授一直对杜甫推崇备至，当
年她《重温最美古诗词》里对杜诗名
篇《春望》有过深入且深情的解析：

“这首诗写在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三
年，也就是公元757年，长安已经沦
陷了。这样一个烂漫早春，草木深
深，花鸟有情，因为感慨时事的剧烈
变化，伤感战乱中无数的生离死别
而‘惊心’‘溅泪’。国家虽然破碎，
山河犹在，杜甫做了一件勇敢的

事。他当时没什么官方身份，却断
然地把妻儿家小安顿在鄜州乡村，
一个人离家去追随唐肃宗，但是在
路上被叛军抓住，又被押送回来。”

“在乱离之中，他说：‘烽火连三
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
不胜簪。’诗人回到沦陷的长安，觉
得自己的头发越来越少了，连个簪
子都别不住。一心牵挂着自己的家
小，却家书难得。这是一个多么伤
痛的春天。”在于丹教授眼中，感伤
的春天也会见证古今。“一个人走过
一生中不同的春天，你会真正看见
不同的心情。我们来跟着一个人走
过春天。那就是杜甫。”

再次入蜀之前，于丹教授曾告
诉封面新闻记者，她最喜欢阅读杜
甫的律诗，从中感受那种对仗押韵
极为工整的韵律之美：“虽然那么多
中国的诗人都迷恋律诗，谁能够写
得过杜甫呢？他简直把律诗写到了
极致，有一种闻一多先生所言‘带着
镣铐跳舞’的节制之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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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江二姐炕馍馍，馍馍香斗干姜，
干姜辣斗黄蜡，黄蜡苦斗鸡母……”
邹雪花第一次听到这首地道的南充
儿歌，还不到3岁。30多年后，这位
面对镜头始终感到紧张和拘束的川
妹子，却格外轻松地唱出了一大段只
有南充人才听得懂的童谣，流畅得仿
佛压根不用回忆和思考。

邹雪花是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
东坝村的普通村民，在村里开着一家
天猫优品专卖店，6月13日她就要去
参加天猫精灵四川方言大赛了。和
她一同参加比赛的人里有不少“明
星”选手：抖音拥有400多万粉丝的

“大V”，留学美国、精通三门外语的
“学霸”，专业配音员，甚至还有一位
说得一口流利成都话的美国人江喃。

能与这些人同台较量，而且较量
的还是每天挂在嘴边的“方言”，这消
息让小小的东坝村沸腾了。

靠声音走出大山
南充农家女希望为家乡“代言”

前两天，邻居们突然送来了一大
堆横幅，不由分说挂到了她的小店外
面，“雪花姐姐放心飞，乡里乡亲永相
随”“雪花粉丝千千万，方言决赛勇夺
冠！”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上
了横幅，挂在楼外面，邹雪花觉得挺
不好意思的，又觉得很骄傲。村委会

甚至还腾出了一个小广场，通知大家
在6月13号晚上一起去广场上看比
赛直播，给她加油，“你现在是全村的
希望！”朋友半开玩笑地冲她说。

在接到导演组电话通知后不到
一天的时间里，不仅街坊四邻都知道
了这个消息，连村委会和党委书记都
跟她确认了两三遍“真的啊？”

不但是真的，而且是认真的。邹
雪花按照导演的要求，开始录制各种
方言的声音小样，一遍遍对着镜子练
习走路、说话的姿态，还特地买了好几
套新衣服，准备在比赛的时候穿。

兴奋、喜悦与信任的背后，在距离
南部县几百公里外正筹备四川方言大
赛的导演组却对这个唯一的农村的选
手有些担心：“其他人多多少少都有一
些舞台经验，或者有的人本身就是专业
的配音员，但是邹雪花不太一样。直播
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给她布置了
一些‘作业‘让她多做一些练习，录下来
我们再指导她怎么表现的更好。”

不过，比赛的结果在邹雪花看来
并不重要。“我只想把我最朴实的一面
展现给大家就可以了。”她告诉记者，
我去参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希望通

过她作为代表把南部县的土产带到
外面去，让更多人了解南部，带动一下
当地的经济发展。“为了我的家乡，我
一定要走出去，为我的家乡代言。”

用方言改变命运
临行前全村喊“雄起”

在专访邹雪花时，记者注意到，
邹雪花有着浓重的南充口音，这和其
他几位选手比起来，更有特色，但却
并不太容易让人听懂。

不过，四川方言专家、《英格里希
绝配百年四川话》的译注者张世光先
生却在成都为这位农村选手远程“扎
起”。“今之川人基本上都是各省移民
的后裔，语言的大融合最终形成了各
地不同的四川话，如南充话、泸州话、
乐山话、内江话……现在一般说的四
川话，实际上是四川各地方言的总
称，其代表性方言是成都话，它们承
载着各地的文化和历史，都值得我们
保护和传承。”

离开南充的前一天，邹雪花做
完了导演交给她的最后一个“作
业”：搜集一些有南充地方特色的方
言童谣，并且完整地记录下来。她

去了村里的活动中心，花了一下午
时间和老老少少的队员们一起唱童
谣、记童谣。

现场非常明显地按照年龄分成
了两个区域，一边是40多岁甚至年
龄更大的叔叔阿姨，时不时冒出一连
串的童谣，冒出欢快的笑声；另一边
是20多岁的年轻人，面带微笑，沉静
地在一边看着，邹雪花把话筒塞给另
一边，年轻的女孩子迅速摆摆手“我
不会了，我听过，但是不会说。”她收
回了话筒，另一个阿姨笑嘻嘻地接过
话头：“那我们教你嘛，天猫精灵以后
都会说四川话了。”

当邹雪花坐上车离开家乡前往
决赛地的时候，村民们自然而然地围
了上来，竖起大拇指用南充话喊“雪
花雄起！”

6月13日晚，天猫精灵四川方言
大赛将打响最终决赛，届时邹雪花、
江喃、“魔音改哥”等选手将竞逐“方
言声模”，淘宝直播、优酷直播等多平
台将同步直播。最终的冠军，将会获
得为智能音箱天猫精灵录制四川方
言语音，这份时薪高达700元/小时
的工作“offer”，所有参赛者还将以

“四川发音人”的身份，被永久收录在
“方言博物馆”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欧阳宏宇实习生 赵紫萱

邹雪花的天猫优品店门前挂满了给她加油的横幅。

“农家女”入围天猫精灵方言大赛
村委会发通知邻居挂横幅被赞“全村的希望”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女足
将面对B组中实力最弱也是首次
参加世界杯的南非队，综合实力和
世界排名均高于对手的中国女足，
将会把全取三分作为唯一目标，这
样才能在晋级16强的出线之争中
重新找回主动权。

总结失利寻找赢球之路
首战德国队，虽然两届世界杯

冠军在90分钟占据上风，但坚决
采用防守反击战术的中国队，却在
上半时创造出三次有可能决定比
赛走势的破门良机，只可惜未能转
化为进球。不过，中前场球员张
睿、古雅沙和王珊珊之间灵巧快速
的穿插跑位和二过一配合，展现出
了球队进攻组织的简练和娴熟，或
许将是攻破南非队大门的关键。

此外，中国队在德国队全场18
次射门的攻势下，仍然可以保持防
线的稳定和三条线的紧凑，展现出
较高的战术纪律性以及足够顽强
的韧劲，这让球队有信心能够“零
封”南非队的攻击线。

不过，从首战失利所要吸取的

教训看，中国队仍然要注意以下方
面：首先，在三名前锋和一名边后
卫都得到黄牌后，这些主力球员都
要注意动作，避免再领到黄牌，否
则将会影响最后一场小组赛；其
次，在射门时机把握上，跑出机会
的队员们要更为坚决一些，并可以
在合理位置上适时增加第一场几
乎看不到的远射，才能更多威胁对
方球门；第三，由于对手实力无法
和德国队相比，中国队还是要敢于
控球，在中场加强控制力，从而才
能将比赛带入自己的节奏，同时限
制对手的长处。

认清对手树立必胜信心
南非队从首战表现看，延续了

非洲球队的特点，比如身体强壮、
速度快、有冲击力等。球队的两位
关键球员分别是头号射手克加特
拉纳和中场核心莫特哈勒。其中，
前者在首战打入一粒精彩的远射，
这也提醒中国队员们要在禁区弧
顶一带对她多加留意。值得一提
的是，这两位球员今年3月刚刚加
盟北控女足，将参加新赛季的中国

女超联赛。同在这家俱乐部的女足
国脚古雅沙、刘杉杉等球员，想必对
她们将会有针对性的战术建议。

从以往非洲球队的技战术特
点看，她们战术素养不如欧美球队
稳定，一旦踢不顺可能会自乱阵
脚，但如果给她们过多拿球空间，
同样可能越踢越兴奋而带来“突施
冷箭”的风险。因此，中国队如能
在关键的上半时控制住比赛节奏，
压制住对方的优势，将有望逐步消
磨对手的信心和斗志，从而创造出
破门机会。

在关键的中前场控制力上，主
教练贾秀全在上场比赛中曾希望
让全队唯一效力于欧洲联赛的王
霜能发挥串联组织作用。不过近
期状态并非最佳的王霜还没有展
现出在“大巴黎”的全部实力。对
于外界的一些不客观言论，王霜也
在10日给出正面回应，表明全队
目前气氛融洽，充满凝聚力。这样
积极的团队氛围，将有助于王霜更
好融入全队战术体系，也有望激发
出球队更大的能量。

据新华社

中国女足冒雨备战
卫冕冠军狂灌13球

虽然 11日下午的巴黎
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瓢泼大
雨，但正在备战世界杯第二
场小组赛的中国女足，还是
冒雨坚持了训练。在对媒体
开放的15分钟里，主教练贾
秀全和教练组成员带领队员
们做了恢复性训练。参加了
首场与德国队比赛的王珊
珊、吴海燕、王霜等球员们都
出现在慢跑热身的队伍中。

由于在8日进行的B组
首战中，中国队以0：1不敌
两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接
下来的比赛就更显重要。中
国队将在13日迎战第二个
对手南非队，后者首场以1：3
不敌西班牙队。

虽然南非队是首次参加
世界杯的“新军”，但中国队员
们都表示，不会轻视对手。上
场首发打右后卫的韩鹏此前
在接受采访时说：“世界杯队
伍，没有一个轻易能赢的，贾
指导也跟我们说不要觉得很
轻松，要全力以赴，像打德国
队一样去拼去抢每一个球。”

此外，11日在兰斯进行
的F组首轮小组赛中，世界
排名第一的美国女足以13：
0狂胜泰国队，强势开启卫冕
征程，并且创造了世界杯历
史上的最大分差。这场一边
倒的比赛结束后，美国女足
主教练埃利斯表示，尊重对
手的方式就是在比赛中竭尽
全力。而输球的泰国队主教
练拉通温则认为，比赛中球
队表现明显不足，她接受这
样的比分。 据新华社

从“佟湘玉”到“望女成凤”

闫妮：
生活中希望女儿开心点

高考刚结束不久，一部聚焦中国高考话题
的电视剧《少年派》也在湖南卫视开播，由闫妮、
张嘉译等主演。剧中围绕三口之家的高考路，
引发了一连串的喜泪故事。值得一的是，从大
众熟知的《武林外传》“佟掌柜”，到望女成凤的

“王胜男”，闫妮表示生活中和角色不太像。“我
没有那么厉害，我想让女儿开心一点，我觉得这
个很重要。”日前，闫妮接受媒体群访，分享了生
活中真实的自己。

生活中没王胜男“厉害”
并不排斥妈妈类角色

——王胜男这个角色身上有您的影子么？
您跟女儿平时也这样相处吗？

闫妮：我生活中不太像王胜男这样的角色，
因为我没有那么的厉害。虽然平时人家说养孩
子要让他有上进的价值观，但可能因为我本身
是一个女儿，所以我想让女儿开心一点，我觉得
这个很重要。

——剧中王胜男的哪些作为您是认可的？
哪些您是不提倡的？

闫妮：我有时候演完一个戏都忘了。王胜
男咄咄逼人的感觉，好像跟我是不太像，我不认
可的，但她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一下子全力以
赴地重新认识自己，这个我还是认可的。

——现在演妈妈类角色会不会有点“排
斥”？

闫妮：演妈妈角色我不排斥，本身也是这么
大的年纪了，最主要是这个人物。包括一仆二
主的时候，我可能都对那个人物是有一些看法
的，这就可能需要大家的争论和妥协。

——前段时间身材成为热搜焦点，能否分
享下瘦身历程？

闫妮：瘦身我觉得没有那么难，我其实有时
候也挺爱吃的。我觉得女的不要吃那种太冰
的，或者湿气重的东西。到一定年龄还是要吃
一点东西，不然容易老。

——再度和张嘉译合作，有什么好玩儿的
经历？

闫妮：我现在还在跟他拍另外一部戏。我
们第一次拍《一仆二主》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太
多感觉，后来看了那个戏才觉得我们俩挺搭
的。我觉得和张嘉译老师在一起还挺好玩儿
的。

手机里有沙溢孩子照片
女儿不想和自己一个戏

——剧中这类中国式高考家庭，你自己生
活里会有类似的焦虑和困扰吗？

闫妮：我女儿参加高考其实我也很紧张，也
陪着她去高考。那年的高考题作文，我也在想
如果我写应该怎么写呀，应该怎么构思，我也反
复地想。

——《武林外传》的小伙伴们现在私下会交
流育儿经吗？

闫妮：我现在手机里都是安吉和小鱼儿他
俩各种图，姚晨的孩子我们也是看着长大的。
我们的孩子都茁壮成长，有时聚的时间并不是
很多，但看见都很亲。

——俗话说穷养儿富养女，您也是吗？
闫妮：穷和富，有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

的。现在的人精神需求可能更大，我跟女儿真
的是精神上给予的还是挺多的。生活上现在也
都不愁吃不愁穿的，大家都是这样。

——您和女儿元清合作电影后，会不会有
合作电视剧的计划？

闫妮：我觉得好像我俩拍完那个电影后，我
女儿不太想跟我在一个戏里面，她可能还是想
靠她自己吧。我觉得其实只
要合适也是可以的，我不一定
非得要演她妈。

——您未来最想尝试的
角色是什么？

闫妮：我还是想在电影上
再 有 一 个 代 表 作 吧 。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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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新军”南非
中国女足全力争胜

闫妮在剧中扮演望女成凤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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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开讲了”于丹再次飞抵成都

于丹教授再次光临成都。

6月11日，中国队球员在训练前热身。新华社发

这次讲一个与众不同的杜甫
“每次来成都都像是参

加一个沙龙，有一个诗人朋
友把大家聚在一起。李白是
一个好酒之人，他会招呼大
家在一起豪饮。苏轼又是那
么旷达的人，他肯定要给大
家烧东坡肉。杜甫也是一
样，他跟大家其实更近，足够
值得期待！”于丹教授12日
晚抵达成都时说。

6月13日14：30，“封面
开讲了”第二期将在成都博
物馆负3楼学术报告厅举行，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
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
院院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
研究员于丹教授将品读杜
甫，分享诗圣的诗酒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