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妈咪呀！》明起在渝连演8场，主演陈松伶安顿好住宿就直奔火锅店

“重庆火锅超级好吃，我连汤都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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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店安顿好，马上出去找火锅，超级好吃，火
锅汤我都喝啦！”昨天下午，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
版巡演重庆站见面会上，陈松伶没心没肺地笑着，意
犹未尽地说。

《妈妈咪呀！》中文版将从1月11日至16日在重
庆国泰中心连演8场。除了该剧本身的知名度外，
前TVB当家花旦陈松伶的加盟，无疑是最大噱头。
为何以这种方式复出？首次来渝演出有何期待？她
与记者就此聊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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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19年全市体育工作会议在雾都
宾馆举行，总结了过去一年的体育工作，并部
署了2019年的工作方向和计划。新的一年，
重庆体育人在竞技体育、全民健身等方面，皆
有很多工作和目标要去完成。

全力备战东京奥运会

市体育局局长丁洪指出，2019年，重庆
要加快重点运动员备战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
奥会的保障工作。

2018 年，重庆实施多元化备战，与区
县、高校等多个单位签订共建协议。全年我
市运动员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金牌105枚、
银牌64枚、铜牌102枚，尤其在雅加达亚运
会上夺得3枚金牌。重点运动中，施廷懋继
续保持良好竞技状态，在国际国内赛场保持
全胜，第四次获得国际泳联年度最佳女子运
动员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今年首次成立冰雪
部，冰雪项目跨界跨项选材卓有成效，32名
冰雪运动员入选国家集训队，组建了重庆市
首支冰球队。

丁洪表示，要服从国家奥运战略，加
大输送到国家队的重点运动员保障，做实
做好输送到国家队备战东京奥运会的重
点运动员保障工作。要全力做好冰雪项
目和其他项目跨界跨项跨季的选材工作，
制定出台优秀运动员输送国家队训练计
划，争取更多优秀运动员入选国家队备战
奥运会。

加快推进足球改革发展

加快推进足球改革发展，也是重庆体育
在2019年的重点工作。

丁洪指出，要做好足球职业联赛组织工
作，全力支持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和莱茵达
女子足球俱乐部的发展，确保参加职业联赛
取得好成绩。要加快建立重庆足球青训体
系，制定出台《重庆市足球青训行动计划
（2019—2021年）》，建好“中国足协国家青训
中心”，组建一支高水平的教练团队，培养输
送更多优秀足球人才。

同时，重庆要加强校园足球工作，打通精
英足球、校园足球运动员的培养和输送通
道。要大力引进和承办高水平比赛，打造以
永川国际女足锦标赛、万州国奥队国际足球
锦标赛为主导的品牌足球赛事。要规范社会
足球发展，科学组织足球联赛活动，加强重庆
业余足球超级联赛，扩大足球人口。支持社
会力量投资足球，做强足球产业开发。

体育产业打好“三张牌”

2019年，重庆还将继续加快体育产业发展。
丁洪指出，重庆体育产业要打好“三张

牌”，分别是全国体育旅游示范区牌、户外运
动示范基地牌和电子竞技运动牌。

同时，重庆要加强对区县、企业服务，优化
体育产业投资环境和政策，内引外联，吸引社会
资金投资体育产业，开工建设和投用一批场馆
设施、户外运动、冰雪运动、特色小镇等综合体。

王迅为新戏来渝路演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孔令强）昨日下午，犯罪警匪
动作电影《“大”人物》来重庆路演，主
演王迅和韩烨洲来到山城和观众见
面。不仅用四川话和重庆观众打招
呼，王迅还高兴地说：“重庆我太熟悉
了，到了就先整了碗小面！”

《“大”人物》将于1月10日上映，
电影由五百执导，王千源、包贝尔、王
迅、韩烨洲等主演，讲述了小警察孙
大圣为调查跳楼案，不依不饶从各个
途径寻找黑恶势力集团犯罪证据的
故事。王迅在片中饰演反派崔京民，

“这个角色是我主动争取的，因为据
说片酬还可以。”王迅看起来特别放
松，一上来就和观众开起了玩笑。“说
真的，是因为这个坏人的角色不是脸
谱化的，人物很丰满。大家可以看
到这个角色虽然坏，但也有他可
怜的地方。”王迅说，这就是吸引
他主动接这部电影的原因。

作为反派的王迅少不了
挨打，不仅被警察追捕，还被
自己的老板毒打，这些桥段现
场观众们看着也是非常“解
气”，还笑出了声来。“我的哪
部戏不挨打啊，我数了一下，
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几乎
每一部戏都挨打。”王迅笑
着说。

14年前，王迅就来重
庆拍摄过电影《疯狂的石
头》，再次来重庆，王迅即
将 迎 来 两 部 上 映 的 电
影。王迅说重庆对他来
说太熟悉了，“路演去每
个城市，都有人问我对那
个城市的印象如何，说实话
我们每天下了飞机就跑影
院，跑完影院又上飞机，
我只能 说 没 什 么 印
象。但重庆我就太
熟悉了，到了就先去
整了碗小面！”

公众对陈松伶的认知主要停留在
当年那些剧集里，后来发生的一些事
情让她走得不算顺利，也淡出视野多
年。但在《妈妈咪呀！》中，她如同涅
槃归来焕然新生，把风流老妈唐娜诠
释得十分精彩，再一次成为最耀眼的
主角。

当然，这个戏本身对演员是有加持
的，《妈妈咪呀！》讲述了一段跨越两代
人的浪漫爱情故事……作为全世界演
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之一，该剧用22
首瑞典国宝级乐队ABBA的金曲串起
故事，带来持续的欢乐和感动。中文版
是该剧第14个语言版本，距离上次巡
演已过去4年。

陈松伶此次的成功不是偶然。“从小
我就是ABBA乐队的粉丝，他们是上世
纪70年代最红的乐队，那时我才八九
岁，他们所有的歌都会唱。”她说自己从
小就对《妈妈咪呀！》怀有情结，但那时觉
得没可能出演，后来有了中文版，她觉得
有机会圆梦了。

当中文版本轮巡演招募演员的消
息传来，陈松伶激动万分，“当时我正
在香港拍剧，为了去北京面试，我说
服监制请了假，后来又去上海面试，
两次面试之后等了一年多，终于等
来了好消息。”毕竟是多年的心愿，
陈松伶感慨，“为了实现这个儿时
梦想，我这次真的是拼了。”

备战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加快推进足球改革发展……

2019年，重庆体育人要做这些事

重庆2018年
体育工作重点成绩

◎《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经市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19年
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我市首届智力运动会于2018年8月
至 11 月成功举行，共设 5 个大项 53 个小
项，各区县 2000 余名运动员参赛。古力、
谭中怡等优秀运动员积极参与，全力做好
智力运动的普及和人才选拔工作。

◎首届体育产业博览会以体育产业产
品展示为主体，开展了产业交流对话、体育
事业成果展示及全民健身互动体验活动，
吸引了 120 余家体育产业相关企业参展。
第二届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有300余名
业界专家学者参加，市内8家银行授信650
亿元支持体育产业发展。

◎为落实《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
划》，配合规划、国土等部门利用主城区
1855 亩边角地建设 92 个社区体育文化公
园，其中首批30个已全部开工。

◎开发智慧体育政务惠民平台，主要
包括重庆体育信息化管理平台、“体育重
庆”在线惠民平台、大数据中心。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包靖

“体育重庆”在线惠民服务平台上线仪式。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拼了命也要圆的童年梦

出演音乐剧是对演员体力、演技和
唱功的多重挑战。按照剧组要求，陈松
伶戒了零食，戒了甜点，每天吃高蛋白和
多蔬菜的营养餐，加之一贯不烟不酒，舞
台状态一向保持高水准。

而她最神奇的地方还在于，作为主
演，她开嗓的办法竟然是“吃辣椒”！太不
可思议了对不对？但陈松伶却一本正经
地睁着大眼睛，认真地看着记者，“真的是
这样子哦，辣椒能够让我觉得很燃，工作
的时候就很在状态，嗯，我天生爱吃辣！”

此前在广州演出时，陈松伶曾告诉
记者，嗜辣的她对于即将到来的重庆巡
演最期待的事情是一顿地道的老火锅，

“我还没去过重庆，但早就知道那边麻辣
得很，我身边也有重庆籍工作人员，给我
讲了很多他家乡的事，所以九宫格是最
辣的对不对？一定要尝尝！”

果然，提前落地重庆当晚，陈松伶就
赶去“还了愿”，“晚上出去一看，哇，好多

霓虹灯，九街的十字路口就跟
香港弥顿道一样美！火锅超
级好吃，汤我都喝了，嗯嗯，天
天都想吃呢！真想演出这几
天每天吃三次！”她边说边吞
口水，看来是真爱！

她反复强调自己对重
庆的喜爱，于是现场有粉
丝想帮帮她更好表达。
现学重庆话试试？陈
松伶站起来做好架
势，跟粉丝远远对
峙，很快粉丝教她
的“好巴适哟”就会
说啦！她自己也是
越说越起劲，笑得比
谁都开心。

重庆晨报·上游
新闻记者 赵欣

首次来渝最惦记老火锅

王迅（左）、韩烨洲与观众见面互动。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陈松伶天生爱吃辣，开嗓的办法竟然是“吃辣椒”。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