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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热闹气氛还未散去，这个周
末又将掀起一股观看儿童剧的高潮。由
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主办、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
童艺术剧院承办的“2019 迎新春演出
季”活动中的两部儿童剧《三只小猪》和

《长袜子皮皮》于这个周末（2月16日、17
日）在中华剧场与小朋友见面，这是辽宁
儿艺专门为小观众们准备的春节礼物。

《三只小猪》讲述的是猪妈妈让三个
小猪盖房子躲避大野狼的故事，大野狼
最后希望能用骗术将小猪从房子里骗出
来，在这一过程中加入现实生活中有关
孩子自己在家如何防骗的测试问题来让
小猪回答，让孩子更直接有效地学习预
防信息。这时候猪妈妈回来了，三只小
猪跟妈妈讲述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这次与众不同的是《三只小猪》2019
年版本首演，无论是情节的改编，还是舞
美的设计，都推翻了以往的常规处理，令
人耳目一新。

《三只小猪》的导演王宏海老师介绍
说，此次整个舞台运用了多道剪纸造型网
幕呈现，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流行完美结
合。在音乐方面，几乎所有的舞蹈配乐和
歌曲演唱，都是由辽宁儿艺原创生产，结
合当时的故事情节和意境，小朋友们可以
尽情地随着音乐一起舞动。在表演方面，
演员们精益求精，更多运用了夸张的形体
造型将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除了《三只小猪》，小朋友们还可以
选择观看辽宁儿艺另一部精彩的儿童剧

《长袜子皮皮》。
抢到2月16日下午场《三只小猪》门

票的读者请凭自己的身份证、电话号码
和姓名领取门票。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臣君

2019年由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承办的“2019迎新
春演出季”活动全面开展。其间，辽宁人
艺原创话剧《工匠 世家》、辽宁电声乐团

《悠远的回声·经典电影音乐会》和儿童
剧《三只小猪》、《长袜子皮皮》先后与观
众们见面，并赢得了好评。作为本次演
出季的压轴大戏——《开炉》将在 2 月
23 日、24 日在中华剧场与观众们见面。
与此同时，《开炉》也将接受北京专家组
的验收。

2017年1月，辽宁人艺原创话剧《开
炉》在中华剧场首演，引发了强烈反响。
此后，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开
炉》先后在北京、沈阳、葫芦岛等多地演
出近 50 场，并走进了沈阳多所大学。
2018年度，话剧《开炉》荣获国家艺术基
金滚动资助项目。

话剧《开炉》以抗战时期日寇统治下
的沈阳北市场为背景，以老字号“义和
盛”铁匠铺三兄弟的故事为主线展开，被
认为早已在“平顶山惨案”中丧生的义和
盛大师兄赵铁锤，在经历非人般的五年
后回到北市场，却发现一切早已物是人
非，义和盛在日伪政府时期因种种压力
被迫熄火停业，二师弟陈铁墩因抗日行
为被日军抓了起来，自己的发妻也改嫁
给三师弟罗铁杠……

话剧《开炉》的成功离不开演员们精
湛的表演，看过的观众一定有所了解，《开
炉》的台词精彩、幽默，东北方言和歇后语
的运用让整部剧更接地气儿、更贴近生
活。比如“脱了裤子照镜子，给义和盛露
了大脸了”、“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囊”等
等，让台下观众发出阵阵笑声。此外，相
声、二人转、东北大鼓等艺术形式的融入，
不仅展现了演员深厚的艺术功底，也让整
部话剧不枯燥、充满艺术感。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臣君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知名
华裔球员林书豪正式加盟多伦多猛
龙队，并于当地时间 2 月 13 日晚在
加拿大多伦多上演其作为猛龙队新
人的首秀。

对于林书豪可能转会多伦多的
猜测自 2018 年末便已出现。这一
消息在本周获多方媒体确认。老鹰
队于 11 日晚间完成与林书豪的买
断协议。林书豪也于 12 日通过其
网络社交账号发布一张自己身穿猛
龙队17号复古球衣的合成照片。

不过，新东家猛龙队直到13日
晚间的比赛前两小时才正式发布签
下林书豪的消息。猛龙队方面表
示，不会披露交易条款内容。

父母来自中国台湾的林书豪于
1988年8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
生。在其NBA职业生涯中，他已先
后效力过金州勇士队、纽约尼克斯
队、休斯敦火箭队、洛杉矶湖人队、
夏洛特黄蜂队、布鲁克林篮网队和
亚特兰大老鹰队。多伦多猛龙队是
他加盟的第八支球队。作为 NBA

屈指可数的亚裔球星，他在球场上
主要司职控球后卫。

2012 年初，林书豪在尼克斯队
的出色表现令球迷和媒体刮目相
看，也为他赢得了“Linsanity”(“林来
疯”或“林疯狂”)的绰号。

据猛龙队介绍，林书豪在此前
NBA 职业生涯的累计 457 场比赛
中，每场平均得分为10.7分，平均助
攻3.5次。

13日晚间，猛龙队在多伦多主
场对阵华盛顿奇才队。刚刚入列的
林书豪身披 17 号红色战袍出场约
25 分钟，拿下 8 分、5 个篮板和 5 个
助攻，帮助新东家最终以129比120
战胜对手。17 号则是他在尼克斯
队和湖人队时的球衣号码。

有媒体认为，猛龙队之所以让
林书豪签约后即刻出战，是因为该
队后卫弗雷德·范弗利特因伤不能
上场。该队11日透露，范弗利特左
手拇指韧带受损，仍有约三周时间
需使用夹板恢复伤势。

中新

中国短跑名将苏炳添当地时间
13 日在爱尔兰阿斯隆迎来自己的
赛季首秀，他以 6 秒 52 的成绩在男
子 60 米比赛中夺冠并打破赛会纪
录，取得新赛季开门红。

在这场于阿斯隆理工学院举行
的室内大奖赛中，男子60米项目分
预赛和决赛两轮进行，两轮比赛间

隔不到一个半小时。苏炳添先是在
预赛中以6秒54的成绩排名第一晋
级，随后又在决赛中以 6 秒 52 的成
绩率先冲线，刷新了他在预赛中刚
刚创造的赛会纪录。

本场比赛，教练兰迪给苏炳
添 提 出 的 计 划 就 是 为 整 个 赛 季

“热身”。苏炳添赛后也表示，比

赛感觉非常不错，基本展现了冬
训的水平。接下来苏炳添还将参
加 16 日的国际田联室内巡回赛英
国伯明翰站以及 20 日的德国杜塞
尔多夫站两场室内赛。其中杜塞
尔多夫站为本年度的室内巡回赛
总决赛。

2018 年苏炳添赛季首秀 60 米

跑出 6 秒 55，随后他在室内赛季三
次打破亚洲纪录，最终将该纪录提
升到 6 秒 42，并收获室内世锦赛银
牌，成为第一位在世界大赛中赢得
男子短跑奖牌的中国成年运动员。
在之后的室外赛季中，苏炳添两度
跑出9秒91，追平亚洲纪录。

据新华社

猛龙林书豪
首秀拿8分

2月13日，猛龙队球员林书豪（中）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

2019新春演出季
好戏连台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经典话剧《开炉》再度上演

周末中华剧场上演
《三只小猪》

《长袜子皮皮》
辽沈晚报幸运读者请及时取票

苏炳添赛季首秀开门红 首战成绩超上赛季

VAR首现欧冠 皇马逃一劫
尽管已经在欧冠淘汰赛中引入

了视频助理裁判(VAR)系统，但这
未能阻止争议判罚又一次成为赛后
焦点。

凭借本泽马与阿森西奥的进
球，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在欧冠 1/
8 决赛首回合比赛中客场 2：1 击败
阿贾克斯，掌握晋级主动权。相比
结果，本场比赛的一大关注点在于
VAR 取消进球首次出现在欧冠赛
场上。

VAR取消进球现欧冠

阿贾克斯在上半场控制了比
赛，主队本有机会以领先姿态进入
中场休息。比赛第37分钟，阿贾克
斯利用角球机会形成攻门，德里赫
特的头球造成库尔图瓦脱手，塔利
亚菲科补射破门。然而在观看视频
回放后，当值主裁斯科米纳认为攻
方球员塔迪奇越位在先，并判罚进
球无效。

欧冠联赛官方对这一判罚给出
了解释，“在塔利亚菲科头球攻门
时，塔迪奇处于越位位置，他对皇马
门将库尔图瓦的扑救形成了干扰，
因此进球最终被判无效。”

根据 VAR 技术在欧冠联赛中
的使用规则，VAR技术用于纠正当
值主裁在进球是否合规、是否该吹
罚点球、是否该出示红牌、是否认清
被处罚球员等环境中出现的判罚失
误。

据此判断，在塔利亚菲科破门
后唤醒VAR技术并无不妥，但争议
之处在于塔迪奇是否越位，且他是

否对库尔图瓦的判断形成干扰。

根据VAR判罚惹争议

拉莫斯、库尔图瓦等皇马球员
认为 VAR 帮助裁判做出了正确判
罚，球队主帅索拉里也表示相信裁
判的决定。然而另一方面，不少声
音认为判罚值得商榷。

“裁判组成员给我们的解释并
不一致。我看到了录像画面，也许
还需要通过另一个角度再次确认，

但我并不认为这是越位。”阿贾克斯
主帅滕哈格赛后如是说，而球队中
场大将德容也对判罚的准确性提出
了不同看法。

尽管已经在俄罗斯世界杯等大
型赛事中得到应用，但此番VAR技
术还是首次现身欧冠联赛。事实上
欧足联原本已通过了下赛季欧冠启
用VAR的决议，然而随着今年小组
赛阶段多次出现为人诟病的判罚，
欧足联最终决定让 VAR 提前进驻
欧冠赛场，但后者的首秀显然难以

令各方满意。
饶是如此，多数决策者还是对

VAR技术持正面态度，否则欧洲各
大联赛也不会陆续启用。以西甲联
赛此前公布的一组数据为例，引入
VAR后确实使误判率明显下降，这
足以说明其作用。本赛季欧冠 16
强中，12支球队所在的联赛已推行
VAR技术。而作为唯一的例外，英
超也将在下赛季启用VAR，这是大
势所趋。

中新

2月13日，阿贾克斯队球员塔利亚菲科（右一）进球后庆祝，但随后主裁判宣布该进球无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