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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常评弹票友流派演唱会月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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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一点半，常州文化

城联合常青评弹之友社，诚邀沪、常两

地的评弹票友、名角在常州文化城天

宁书场举行沪常评弹票友流派演唱

会。

虽是票友比赛，但演员中也不乏

王仲君、张静秋等享誉苏、浙、沪评弹

界的专业演员。当然，大多数还是热爱

评弹的票友，如在我市比较有名的盛

宗耀、杨富康、李仲白、金嘉树等，他们

大多从青年时代就喜欢上了评弹，拜

师，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说，经过几

十年的努力，目前这些人已经在常州

评弹票友界闯出了名气。 沈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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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孩子在清澈碧绿的池水中游泳!嬉戏"连日来#燠热难耐的天气#将许多

人$赶%进了武进区遥观镇的常州斯威茗健身中心的游泳馆"

这家目前武进区规模最大! 硬件最好的游泳馆拥有三个泳池# 水面面积达

!"""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

人游泳"其中还有一个泳池是有
$

道
%#!%&

米赛

道的国际标准短池#可举行高水准的比赛"

据了解#斯威茗游泳馆旗下还有福康宁花苑和中央花园
%

个大型游泳池#是

消暑纳凉的好去处" 李伟年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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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武的春天在哪里？
! ! ! !

张尚武，一名已经爬到中国竞技体

育金字塔的半山腰，却最终被淘汰的运

动员，因其盗窃入狱的经历和地铁卖艺

的落魄现实，成为刚刚过去的一周最被

关注的体育人物之一。大部分人都觉得

他咎由自取，却又忍不住同情他———尽

管有时候觉得“很有想法”的他，说话有

些不诚实———和“冠军搓澡工”邹春兰一

样，对他的关注和同情，其实也是对他所

处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再一次关注和思

考。

被集体关注能改变命运？

“未来我还没规划好”

从
%

月
#)

日被传统媒体关注到昨

天，张尚武接受的采访比他之前整个运

动生涯都要多很多，媒体界的集体关注，

似乎正有改变他命运的迹象。

在网友微博被大量转发的第二天，

传统媒体开始介入，先是几家门户网站

行动了起来：拍了视频采访、做客聊天，

然后并不让人意外地纷纷让张尚武开微

博，“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情况”；随

后是北京和在北京的众多平面媒体开始

抢人，有媒体派车拉走他采访，还引发了

同行的不满，南方报业的几家媒体还给

他安排了酒店和吃饭；再接着央视和新

华社也开始介入。

张尚武给帮他微博爆料的网友打电

话说，他不好意思拒绝采访，毕竟大家确

实也都帮助到了他，但又确实已经有几

十家媒体采访了而还有媒体在继续等

着，他稍微有点困扰，“想咨询咨询是否

可以婉拒现在采访，安排到过后两天再

进行”。

媒体的集体关注，给张尚武带来了

稍微的改变，“有网站捐助了一些钱，虽

然不多，但足够近期的生活了”、“目前还

住在媒体给他开的酒店里”。

但更多的改变似乎也即将到来，张

尚武说：“杨威说周日晚上来看我。”

而杨威，正是张尚武同一批的国家

队队友，被张尚武形容为跟“在地上的自

己”所区别的“在天上的那批人”。

此外，滑冰名将杨扬创办的冠军基

金表示，将打算给张尚武捐一些钱，此

外，如果张尚武本人想从事一些体育编

制外的工作，他们可以想办法提供再培

训的平台。张尚武家乡河北保定体育局

的官员，在听说张尚武卖艺是为了给爷

爷治病后，辗转找到老人并送去了慰问

金，并表示回机关之后，会再集体捐款，

并表示会配合社会给他工作提供方便。

如同“搓澡冠军邹春兰”的结局一

样，张尚武的被集体关注，命运也显示出

将被改变的迹象。但张尚武本人昨天却

表示：“我也确实接到了很多工作的邀

约，但我本人还没有考虑规划好，我要好

好想一想，该怎么走。”

被正面对待能改变品行？

“感觉自己像被抛弃”

跟邹春兰不同的是，对张尚武，外界

除了同情，还有一些别的复杂情绪，因为

他走到今天这条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他的品行：盗窃导致入狱，还有一些河北

省体育局不愿意对外透露的“严重违纪

行为”。但幸运的是，无论是媒体还是社

会舆论，无论是昔日队友还是体育圈的

同行，对张尚武都是正面对待，“不因为

他曾经犯过错而抛弃他”是基调。

在监狱服刑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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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这是张尚

武无法逃避的历史，他自己选择了正视，

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最失误，最不应该

的，就是不应该头脑一热，走上犯罪的道

路。这是我必须要承认的，不论有什么理

由和困难，这都不是我犯罪的理由。”他

说自己非常后悔。

然而，据爆料张尚武卖艺的网友说，

他跟张尚武聊下来，发现他是个很有想

法的人。而一些细节也在随后引发了外

界的质疑反应：保定体育局在去张尚武

爷爷家慰问时，老人说张好久没回去过

了，“只知道在北京”，“平时是张尚武叔

叔和他家人照顾我”；张尚武在昨天也新

办了一张银行卡，接受公众捐赠，而这个

方式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

张尚武并没有太多提及往事，但通

过对河北省体育局方面的采访，让持质

疑态度的人找到了根据。“按理说他退役

自主择业后，就跟体育局没有关系了，但

考虑到他情况特殊，我们都一直在对他

进行帮扶，并积极帮他联系工作。”河北

省体育局体举柔运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说。据介绍，今年
+

月，中心还给他联系

了石家庄市经济开发区的一份工作，但

被张尚武拒绝。

然而，张尚武在接受采访时，说除了

希望能给爷爷一些帮助，自己希望的只

是“能够通过这个机会引起各地群众和

政府部门或者体育局的重视，能给退役

的运动员更多的帮助”。到底是体育系统

给了他帮助他不要，还是他没有受到帮

助？此外，张尚武还说：“为了国家，就算

（训练）残疾也很光荣。但是我满腹报国

的精神，现在却这样，我很悲哀，说不出

来的滋味，就像是被抛弃的感觉。”

如果河北体育局体举柔管理中心说

的是实情，就算社会出于同情或者其他原

因给了张尚武帮助，真能纠正他长久以来

的不良品行，让他有个真正健康的未来

吗？

被一再曝光能遏制悲剧？

“希望社会多关注退役运动员”

和很多中国竞技体育的被淘汰者不

同的是，张尚武的争议性更大，但相同的

是，他同样再度引起了外界对中国竞技

体育制度的大讨论。

昨天在办理银行卡时，张尚武表现

出来的陌生感让外人惊讶，对很多人来

说很轻松的填写申请表，他竟然写错了，

“原来他从来没有办过银行卡”。张尚武

也告诉记者说，自己想去学习，但是教练

曾经阻挠；另外有传言说，他曾经去找过

北京体育大学，称自己代表他们拿过大

运会金牌，但北体大以“给我们拿过金牌

就算我们的人了吗”的质问拒绝了他的

求学路。这些，都使张尚武得到了不少的

同情，也让中国竞技体育运动员的学校

教育问题，被再次拿出来讨论。

还有一点被广泛讨论的，是竞技体

育运动员的退役保障问题。河北省体育

局方面按照规定，给了张尚武
+

万余元

的退役费，但张尚武表示“这笔钱大部分

都被自己用来给爷爷治病了，想要保障

今后的生活，或者自己创业谋出路，都远

远不够”。

就张尚武这个个体来说，他被关注和

被同情的这两点，事实上确实是由他自己

造成的。作为国家队队员，回到省队之后，

省队曾经给他做了很多安排，然而，上文

化课他就逃课，为他安排工作或者上学，

他都没有接受，这些跟他自己所说的都有

偏差；退役保障问题，张尚武的前辈、“吊

环王”董震说，“在退役安置问题上，有些

省市确实存在欠缺，但是大部分有成绩的

运动员退役安置还是不错的。

张尚武练到了一定的水准，有经验、

成绩和水平，这些都是花钱买不到的。按

理说，河北队应该是需要他的，应该不会

不给他安排出路。从他本人的个性来说，

以他那种思维方式，可能确实不好安置，

要不然也不会是现在这样。比如说，即使

是买断了，以他的专业来说，可以到健身

房打工。”

但张尚武受到关注，并不仅仅是因

为他这个个体的问题，原本身处中国竞

技体育金字塔半山腰的张尚武沦落至

此，确实是因为他自身有问题，然而，更

多自身没什么大问题的、金字塔的塔基

们，在多年苦练最终被淘汰后，又有谁会

来关注？这才是张尚武被关注后，社会和

中国体育更应该关注的。 陈宏

《哈 7(下)》
首周狂收 4.7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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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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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映，全球正式迎来今夏的魔幻盛宴，

而这股魔法狂潮正以空前绝后的霸气姿

态疯狂改写多项影史纪录。《哈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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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北美午夜场就以
.')"

万美元轻松打破

由《暮光之城
'

》保持的
'"""

万美元的

午夜场票房纪录。北美首映当天则狂收

&!$"

万美元，霸气问鼎影史首日票房冠

军，大幅超过《变形金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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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

的首日票房。本土首映周末三天的票房

达到
!0+/

亿美元，不仅远超今年由《变

'

》创下的
&%.*

万美元的北美首周末最

高纪录，更是打破影史上《蝙蝠侠前传

!

：黑暗骑士》的
#0)/

亿美元纪录，成为

北美新科首周末票房冠军。《哈
%,

下
-

》首

周全球票房累计已达到
.0%+

亿美元，超

过由《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保持的

'0&.

亿美元的纪录，成功斩获影史全球

首周票房冠军。

完胜《变 3》连破纪录

全球首周狂收 4.7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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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映先火，先是凭借

'!**

万美元的预售票房刷新影史纪

录，公映后更是势不可挡，仅北美午夜

场就狂收
.')*

万美元，轻松打破由《暮

光之城
'

》保持的
'***

万美元的午夜

场票房纪录。北美首日票房也不断向上

修正，最新数据显示已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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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

元，大幅超过《变形金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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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

的首日票房，还一举打破《暮光之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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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的纪录，问鼎影史首日票

房冠军。而据最新数据显示，北美地区

首周末票房达到
#0+/

亿美元，成功击

败由《蝙蝠侠前传
!

：黑暗骑士》保持的

#0)/

亿美元纪录，登顶影史首周末票房

冠军，更是远超今年大热影片《变
'

》

&%.*

万美元的首周末票房成绩。目前，

全球累计票房达到
.0%+

亿美元，超越

由前作《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创下的

'0&.

亿美元的纪录，成功斩获全球首周

票房冠军。有媒体称今年直至 《哈
%

,

下
-

》的公映才真正令全球影市热度狂

飙。据悉，《哈利·波特》系列目前已经在

全球范围内狂揽下
+'0%

亿美元的“天

文数字”，终结篇的公映势必令这一成

绩再度飙升。除此之外，据
123456478"

59:072;

统计，《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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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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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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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于北

美约
..""

家院线的
$$"""

余块银幕上

映，银幕数量首创《哈利·波特》系列之

最，同时
'<

银幕的数量也是达到了

.!)"

块，创下了院线的最新纪录。影片

将在北美地区的
!%.

家和海外的
.!'

家巨幕影院同时献映，同时打破
=1>?

银幕数量的最高纪录。

好评度远超《阿凡达》

被赞“里程碑”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
,

下
-

》公映

后在全球著名影评集成网站番茄网上的

影评人支持率更是不降反升，新鲜度高

达
&%@

，再加上欧美顶级媒体综评分数

/%

，北美最大型专业影评人机构广播影

评人协会好评度
&!

，三项指数平均
&!

，

远远高于《黑天鹅》、《盗梦空间》、《阿凡

达》等影片，甚至小胜今年奥斯卡的最大

赢家《国王的演讲》。在
=1<A,

互联网电

影资料库
-

也是依然保持
/0%

的超高分

数。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哈
%,

下
-

》将成为

明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种子选手。不少

欧美媒体更是评价《哈
%,

下
-

》是超越《阿

凡达》、《蝙蝠侠：暗夜骑士》、《谍影重重

'

》等电影的本年度最佳影片。《英国电讯

报》报道称，“或许这部最终篇章最为成

功的地方在于它克服了文字的局限与不

足，大卫·叶茨则将最终大战转换成惨烈

宏大的画面，学生们奋起一战对抗那些

如潮水一般涌向学校的食死徒。这是一

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片。”《好莱坞报

道》也对叶茨赞誉有加，“叶茨用巧妙的

手法将庞大设定与复杂事件呈现得清晰

有道，故事在剧作方面的张力完胜他以

往的哈利·波特电影。”

辛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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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斯诺克世界杯北京时间
'$

日凌晨在泰国曼谷落幕#由丁俊晖!梁文

博组成的中国队在决赛中以
(

(

%

击败北爱尔兰队# 从而以全胜战绩为中国队历

史上首次夺取世界杯冠军"

由于经费缩减等原因# 有
!%

年历史的斯诺克世界杯自
%""'

年开始停办了

十年#直到今年才恢复"为中国队夺得首个世界杯冠军#丁俊晖十分开心#他在赛

后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项比赛#我希望今后能够更多地参赛#为中国队赢得

更多冠军" 我为中国感到骄傲" % 新华社发

“雷”到某个层次反而精彩

琼瑶评新《还珠》:

! ! ! !

新版《还珠格格》终于来了！
&/

集

的长度，上中下三部，横跨整个暑期

档。在争议声中，新版《还珠格格之燕

儿翩翩飞》揭开面纱。

和老版《还珠》相比，新版的故事

主干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只是加入

了很多新的桥段，一开场观众便看到

了一个新的小燕子，而功夫比起
$'

年

前赵薇版的小燕子来说也升级许多，

又是“高低杠”又是“平衡木”，令不少

网友惊叹原来小燕子就是个体操全能

运动员。

老版中小燕子大闹梁府的戏份再

次上演，只不过这一次，小燕子扮丑变

身“老妪”，满脸皱纹，牙齿黄不溜秋，

还缺了一颗……

新《还珠》中还加入了一个最重要

的也是略显突兀的新角色———宫廷洋

画师班杰明。班杰明街市游玩，被小燕

子吸引，于是提笔速写，却使小燕子产

生了误会，并引发后来的一系列闹剧

风波。

琼瑶：雷到某个层次，反

而变精彩

尽管观众始终认为这部剧大有

“天雷滚滚”的潜质，但“还珠之母”琼

瑶却不这么认为。

在新版《还珠格格》首播之际，琼

瑶更新了博客。她料想到网络上一定

会有各种声音，“但不管是怎样的声

音，我都会用平和的心来接受。不喜

欢，就用遥控器
,

换台
-

吧！不必骂街，

那是浪费你们的时间。”

至于网友所说的新《还珠》很雷

人，琼瑶却说，“直到昨天，才弄清楚

‘雷’字的意思，原来是突兀。其实，有

时突兀到某个层次，反而变成精彩。”

网友争议比较大的宫廷洋画师班杰

明，琼瑶说这是她特别安排的，“可能

会让看惯清装戏的朋友不习惯。但是，

只要几集以后，你们就可以进入剧情

了。”

演员太“嫩”，网友集体

追忆老版

在老版播出
$.

年后，这部新的

《还珠格格》主演已经全部大换血，小

燕子由新人李晟出演。据悉，面对众多

竞争者，新版“小燕子”李晟的脱颖而

出也和当年赵薇一样，是琼瑶阿姨钦

点的。当初琼瑶选中李晟是因为一张

照片。琼瑶曾表示，李晟骨子里流淌着

浓浓的小燕子的血。事实上很多观众

也发现，这个小燕子的确跟当年的赵

薇非常相似。而在剧中饰演尔康、永

琪、紫薇的演员大多是
$&/%

年后出生

的新人，有些演员还从来没拍过戏。

也正是因为演员太“嫩”，很多网

友在看过之后纷纷反映，演员台词功

底欠佳，像是在背台词。新版紫薇太小

家碧玉，少了之前林心如版紫薇的大

气与温柔。而当友情出演夏雨荷的林

心如登场，更让不少网友感叹和追忆

老版，“如果不是因为有老版熟悉的插

曲，不是因为有小燕子、紫薇这样的角

色，恐怕真的看不出这还是《还珠格

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