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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维明执导、饶雪漫编剧，马
思纯、霍建华、魏大勋等主演的爱情
电影《大约在冬季》，将于 11月 15日
全国公映。11月7日，该片主创空降
沈阳。

对于许久不见的“爱情电影”，
不少提前观影的影迷都表示：“看完

《大约在冬季》又相信爱情了”。而
魏大勋饰演的暖男也收获了一致好
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直言：

“不能在一起的爱情，也不能就称之
为不好的爱情”。

《大约在冬季》讲述才女安然
（马思纯饰）与齐啸（霍建华饰），跨
越 30 年时光爱情中的遗憾与美好。
路演当日该片也提前亮相，电影故
事极具厚度和年代感，整体质量相
当不错。随着现实题材电影的崛起
以及罪案电影的风靡，近年爱情片
逐渐显现颓势。看完《大约在冬季》
后，现场不少影迷感慨：“好久没看
到这样不错的爱情片了”“简直又可
以相信爱情了”……

片中，魏大勋饰演的于枫虽然
是男二号，但他痴情的守候和陪伴，
也收获了影迷无数好感，更称他为

“暖枫”“世纪暖男”。
以往多是在综艺节目中以搞笑

形象亮相在观众面前的魏大勋，这

次展现了自己另外的深情一面。
对于这次突破，魏大勋说：“其

实我自己也有于枫这一面，可以把
握这类角色，突破以往人物设定和
舒适区。”

导演王维明评价魏大勋的这次
表演称：“我跟大勋在聊这个角色的
时候，大勋是完全理解这样的角色，
他并不是只有完美，他只是保持他
的天真，为爱去守护。大勋的戏虽
然不多，但是每次上场前，他为戏做
的准备，每次的表演，都很真切的把
这个角色诠释出来。”

导演王维明和编剧饶雪漫透
露，实际上电影未剪辑的完整版更
长，有 3 个小时，最后忍痛割爱剪辑
到现在的 2 个小时。而魏大勋和小
安结婚后的戏，本来也是拍了的，但
是被遗憾剪掉了。

对于不少观众看完《大约在冬
季》后，表示又相信爱情了，魏大勋
也感慨：“其实我刚才感受也特别
多，不管好的爱情还是不好的爱情，
都会给你带来很多成长，所以既然
成长了，没有在一起的爱情也不能
称之为不好的爱情。所以我觉得大
家都勇敢爱，加油。”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张
铂

“冬季”里做暖男，新片表现获赞

魏大勋：大家都应该勇敢爱 由胡歌和桂纶镁主演的电影《南
方车站的聚会》将于 12 月 6 日上映。
这也意味着粉丝们最忙碌的时刻到
来了，各种应援必须跟上才显得对偶
像是真爱，而偶像必须全盘笑纳才是
宠粉。可惜的是，胡歌不按套路出
牌，表示对粉丝应援不支持不认同。
偶像如此表态，胡歌粉丝观影团也表
示，将退还粉丝为电影募集的捐款。

粉丝应援常有，但不认同应援的
明星却太少了。胡歌这么做其实是
需要勇气的，一方面他要对自己有信
心，知道自己的作品不需要靠整幺蛾
子来拉票房。这样的自信需要自身
足够努力，同时也懂得“演技好不好，
作品行不行，我自己负责和承担，赢
要光彩输不丢人”。

接受过掌声与喝彩，被奉为偶
像，再接受批评和建议自然不容易。
这时候就需要明白自己到底是演员
还是偶像，演员的事业起伏都是正常
的，只有把自己当成完美偶像的人，
才无法接受批评。显然，有众多粉丝
的胡歌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职业演
员，明白一个好演员才是他成为偶像
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也显示了他对
自己的粉丝有信心，知道他们不会因
为自己拒绝应援而脱粉，并且会反
省，“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否已
经偏离了轨道。”话说有什么样的偶
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偶像能够清醒
地认识到自己演员的定位，粉丝也会
按照演员的标准去看待偶像。现在

人们常说“脑残粉”，无条件无底线追
星，那是不是也因为背后有着不尊重
自己事业、不敬畏艺术、过度依赖粉
丝的明星？

有时粉丝为偶像新片应援捐款，
无非是买数据刷流量，买水军控风评，
或者是通过买部分票“锁场”，提高首
日排片量等，都是不大上得了台面的
操作。胡歌表示：“作为演员，我有对
这份职业的敬畏，更有对电影艺术的
尊重，我不希望用特殊的方式制造盛
世假象。”对职业有敬畏，对艺术有尊
重，原本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应有的素
养，如今却因太罕见而成为新闻。

也许会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明星
包装自己的方式之一，即便如此那也
是一种好的精致的包装，如果大多数
偶像都能做到这样，那才真正值得被
称为“偶像”。希望大家都能按照这
种方式包装自己，让胡歌变成“胡歌
们”，拒绝应援也就不会成为新闻。

据《北京日报》

胡歌何时能变成“胡歌们”？

全场多达28次团队助攻，仅仅出
现 8 次失误，凭借团队默契方面的极
大改善，辽宁本钢男篮终于拿下了新
赛季的首场胜利！在昨晚结束的
2019-2020 赛季 CBA 常规赛第三轮
比赛中，辽宁男篮在主场以 123:107
击败了深圳队，终于结束了新赛季开
局以来的连败趋势。史蒂芬森依然
砍下全队最高的 35 分 13 篮板，韩德
君拿到 21 分 19 篮板的大号两双，郭
艾伦状态回暖贡献16分5助攻。

团队磨合有明显改善

本场比赛，辽篮做出了不少调
整，首先在首发阵容上就再次发生变
化。这已经是新赛季辽篮拿出的第
三套首发阵容，完全是每场一变，从
这一点上就足以看出球队现在正在
不断调整，寻找全新阵容配置之下最
适合的轮转方式。

昨晚的比赛中，史蒂芬森继续首
发，后场也依旧是郭艾伦搭档赵继
伟，内线有韩德君坐镇，但是在大前
锋的位置上，却用贺天举替代了上一
场首发的李晓旭。这个变化在开局
阶段起到了不错的效果，贺天举在战
术支持下多次成为球队的终结点，打
了深圳队一个措手不及。

主教练郭士强对此解释说，本场
让贺天举首发主要是考虑到对手的情
况，“每场对手的阵容都不一样，我们
还是要针对对手的情况来调整阵容。”

除了开局阶段的变阵之外，辽篮
在这场比赛中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发
生在团队配合方面，全队的战术跑动
和传切配合显得更有章法。尤其是
主力阵容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终于初步产生了默契，比如郭艾伦能
够在快攻中第一时间找到史蒂芬森，
史蒂芬森能够在攻守转换的瞬间发
现巴斯，整个球队越发默契。

另外，球队在阵地战中打得比有
较耐心，努力通过战术跑位来完成每
一次进攻。虽然在对手的积极防守
之下，他们的战术未必能每次都跑出
效果，但至少可以看出，球员们的第
一选择是在按照战术来执行，其次才
是根据自己的临场反应做自主进攻。

史蒂芬森打得更有效率

史蒂芬森的变化令人感到欣喜，
在前面两场比赛中，史蒂芬森在进攻
端处于无球状态时，表现得略微消
极，大多数时间是站在三分线外等待
队友传球，很少主动跑位。但在昨
晚，史蒂芬森开始在无球状态下比较
积极地跑动，而且能够通过战术来获
得接球进攻的机会。无论是郭艾伦
还是其他后卫，甚至中锋韩德君，都

能与史蒂芬森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这样的情况，让史蒂芬森的进攻

效率显得更好了，他在前两场比赛中
虽然也都拿到了30分以上，但是却是
通过大量的出手次数，其中还有效率
很低的三分球。不过在昨晚的比赛
中，史蒂芬森出手次数直线下降，效
率却大大提高，全场三分球仅 6 次出
手，但命中率达到50%，这显然和此前
是截然不同的感觉。对此，史蒂芬森
自己解释说，“今天的确三分球出手
不是那么多，主要考虑到每个三分都
很重要，所我都是在最重要机会才出
手，同时也是想让更多队友参与到进
攻中来，让大家都找到感觉。”

三分球状态略有回暖

正如史蒂芬森所说，本场比赛虽

然他减少了三分球出手的次数，但是
辽篮全队的三分球却发生了明显的
回暖，全队三分线外30投11中，36.7%
的命中率比前两场有了不小的提升。

在具体球员方面，除了史蒂芬森
命中的 3 个三分之外，高诗岩、赵继
伟、刘志轩和郭艾伦也各自命中了 2
个，四名外线球员的集体回暖，确保
了辽篮在关键时刻有充足的外线火
力可以顶住对手的反扑。尤其是在
第四节里，此前一直状态不好的郭艾
伦突然找到手感，连续两记三分球命
中，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 10
分，为赢球奠定了基础。

不过从整场比赛来看，郭艾伦显
然还没有找回自己最好的状态，他自
己在赛后情绪也比较低落，“今天感
觉还是很不好，但日子还得过，比赛
还得打，就当成磨练我的机会吧。”

如今的郭艾伦，其实也是整个辽
篮的一个缩影，全队都处于重建体系
的磨合期，郭士强在对这场胜利感到
满意的同时，也表示球队依然没有磨
合到最理想的状态，“虽然今天赢了，
但全队状态还没有到最好啊。希望
大家耐心一些，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他们一定会比现在做得更好。”

李佳航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首席记者 高鹏

辽篮力擒深圳队拿下赛季首胜

郭艾伦末节独得10分奠定胜局

我觉得赢球还是因为以防守为
主，今天的防守做得非常好，而且通
过防守，带动了进攻。韩德君对篮板
球的保护很重要，这确保了刘志轩、
郭艾伦的三分球重新找到状态。

我认为辽宁队在前面两场失利
的情况下，还是找回了看家的本领。
尤其是今天在篮板球的争夺上，体现
了很大的优势，大家也都知道，篮板
球就是篮球场上的生命线，有了篮板
球，你就有了很多的机会。

所以说呢，当一支球队在不顺利
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唯一
的办法就是拼防守，我自己得分困难，
但也要防住对方的得分，只有这样才
能找到胜利的机会。如果相反的，进
攻打不进去，防守又防不住，就很容易
越打越急躁。所以说，这场比赛中辽
篮在防守端体现出的价值，远比进攻
端得到120多分更重要。

希望辽宁队今后的比赛当中，还是
要坚信自己的防守的能力，立足于防
守，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些，好像一支
年轻球队那样朝气有蓬勃。希望他们
在接下来比赛越打越好。

□著名篮球专家 牛洪波

辽篮赢在立足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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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艾伦末节爆发，助辽宁队取得新赛季首场胜利。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