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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峰

本报北京专电 刘震云
的小说很有影视缘儿，却极
少改编成话剧作品,用刘震
云的话说是“缘分未到”。
今年60岁的刘震云遇到了

“有缘人”。3月16日，刘震
云和久不露面的戏剧导演
牟森在北京正式宣布，话剧
《一句顶一万句》将于4月
20日~22日在北京国家大
剧院进行首演，随即开启全
国巡演，计划今年下半年登
陆郑州。

在导演牟森看来，他所
要面对的原著是一本“大
书”。“《一句顶一万句》是一
部超级的中国社会史诗，拥
有巨大的创作企图心，且与
最后的实现度完美匹配。
在我对华语文学的认知中，
这样的作品只有两部，一部
是《鹿鼎记》，一部是《一句
顶一万句》。”在谈及改编创
作时，牟森指出，改编《一句
顶一万句》，最容易处理的
是结构和语言，因为小说的

结构和语言已然完美,而最
困难的则是解决容量的问
题，小说中有上百个人物，
线索也极为复杂。该剧将
用河南方言进行演出，牟森
介绍在不同城市进行演出
将对河南方言的量进行调
整，但河南话是《一句顶一
万句》的主旨，“刘震云老师
这次也希望《一句顶一万
句》能够用中原之音来呈现
中国精神”。

牟森表示，“获救”将是
戏中重要的主题之一。刘
震云充分肯定了牟森的改
编思路，“我看了牟森改编
的剧本，戏中所出现的人
物、所讲的心事似乎非常渺
小，但是牟森导演的视野非
常宏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强
有力的反差和对比，令我非
常感动。”“我的作品碰到的
都是最好的导演，电影是冯
小刚，戏剧是牟森，当他们
把我书中的人物搁在银幕
或者舞台上的时候，就会出
现好多意外之惊喜，带给我
新的营养。”

新华社台北 3月 18日
电 台湾著名作家、评论家、
历史学家李敖于18日上午
10时59分在台北“荣总”医
院去世，享年83岁。

台北“荣总”医院当日
上午代家属发出说明稿表
示，李敖于2015年7月因步
态不稳至医院求诊，经诊断
为脑干肿瘤，在医疗团队的
努力下，接连渡过难关。
2017年 10月 1日，李敖因
肺炎入院，治疗后感染病况
稳定。今年1月底起，李敖
病况急速恶化，于2018年3
月 18日上午10点 59分离
世。

说明稿表示，家属感谢
各界的关心与慰问。

李敖1935年4月25日
生于哈尔滨，吉林省扶余县
人，1937年迁到北京，1949
年随父母到台湾，曾先后在
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
所就读。李敖曾因发表抨
击当政者言论等于1971年
3 月被捕，判刑 10 年，于
1976年 11月出狱，总计入
狱5年零8个月。李敖除研
究、写作、教学外，还积极从
事公开演讲、时事评论等，
并曾当选台湾民意代表。
李敖反对“台独”，支持两岸
统一，其主要著作包括《李
敖大全集》《李敖回忆录》
《北京法源寺》等。

台湾著名作家
李敖18日去世

再见
李敖

据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
17日，在美国印第安韦尔斯
举行的巴黎银行公开赛男
单半决赛中，世界排名第一
的费德勒以5∶7、6∶4、6∶4
艰难逆转战胜21岁的克罗
地亚选手乔里奇，以17连
胜创造生涯赛季最佳开局。

现年36岁的瑞士“天
王”已创纪录地连续306周
保持世界第一。他在新赛

季已经17连胜，创造了个
人职业生涯年度最佳开局
纪录。“我付出了很多努力，
才取得了这样的纪录。”他
在赛后说，“但显然，现在应
聚焦于决赛，而非已创下的
纪录。”

在18日的决赛中，费
德勒将对阵德尔波特罗，后
者曾在去年的美网淘汰费
德勒。

据新华社电 2018年全
英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
18日结束了男单决赛，林丹
1∶2负于队友石宇奇，无缘
全英第七冠。这是石宇奇首
次拿到该赛冠军。

决赛对于35岁的林丹
来说并不轻松，因为去年的
全英半决赛中，石宇奇就击
败了林丹。石宇奇也是进
入2018年以来中国队男子
单打项目发挥最稳定的球
员，他先是拿到了印度公开
赛冠军，又在上周的德国公

开赛上闯入了四强。他在
四分之一决赛中击败奥运
会冠军谌龙，取得了在国际
赛场上对谌龙的首次胜利。

赛前林丹说：“今年的
石宇奇和黄宇翔表现非常
好，我已经35岁了，我会向
新的纪录发起冲击，希望能
以最好的状态参加决赛。”

林丹虽然输了，但他已
经6次拿下全英决赛，这都
让他成为全英赛近40年来
的第一人。

36岁17连胜！
这真的很费德勒

35岁依旧在拼！
林丹输队友，无缘全英第七冠

60岁从影视“跨”上舞台！
刘震云话剧版《一句顶一万句》4月首演

恒大球员阿兰（左）
与建业球员卡拉拼抢 新华社发

赛后，主帅塔拉吉奇表
示，他对于比赛结果有些失
望，“广州恒大是强队，给了我
们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在进
攻端也有机会，只是没有打出
来，每场球我们都是越踢越
好，以后我们会在进攻上有所
增强”。

正如塔拉吉奇所说，昨晚
建业的进攻毫无头绪，巴索戈
一拿球便被对手团团围住，威
力大减。中锋奥兰多也一脸
郁闷，作为来自比利时豪门的
射手，他需要队友的支援，但
没有人能为他精准地输送炮
弹，纵然一身武艺，也无法施
展。来自西甲的外援卡拉备

受期待，但他坐镇的后防线并
不令人感到放心，每次门前险
情过后，队友们都免不了要跟
他交流一番。

外援往往决定一支球队
的发展上限，但目前建业阵中
的3个外援踢得都不太顺，磨
合仍然是建业需要好好解决
的问题。本轮过后将进入两
周的间歇期，塔拉吉奇要抓紧
磨合球队，对过去的3场比赛
好好总结。当然，在增强进攻
的同时，他也不能忘记要减少
球队防守中的失误，因为中超
的赛场上，任何一次失误都可
能致命。

进攻软绵绵 失误一连串
建业0∶1负恒大

只丢一球
该庆幸

□记者 王玮皓

比赛的走势和赛
前的预想一样，实力强
劲的卫冕冠军长时间
占据着场上主动，被围
攻之下的建业门前风
声鹤唳，恒大门将曾诚
甚至悠闲地做起了俯
卧撑。昨晚，建业在客
场0∶1负于广州恒大，
输得不算难看。

昨晚，塔拉吉奇派出了和
上轮比赛同样的首发阵容，这
是建业能搭配的一套最强阵
容，但比起广州恒大一众国脚
加上超级外援的豪华班底，还
是有些孱弱。比赛开始后，两
队实力高下立判，建业将中场
拱手相让，牢牢退守半场，在
建业的密集防守下，恒大并没
有太好的办法。

然而，一次低级失误，让建
业城门很快遭遇了危机——第
7分钟，建业外援卡拉在禁区前
停球失误，恒大前锋阿兰单刀
插上，门将吴龑将其扑倒，主裁
判果断判罚了点球。但随后高
拉特主罚的点球打在立柱上，
建业躲过一劫。

不久，建业的防守又一次
出现问题——第27分钟，恒大
发起快攻，古德利带球向前突
破时将球趟大，冯卓毅本可以
从容将球拦下，却让古德里轻
松通过了。随后古德里将球
传给阿兰，后者兜出一脚弧

线，皮球直挂死角，恒大一球
领先。

易边再战，恒大仍然将建
业牢牢压制在半场，建业门前
一时间风声鹤唳，但凭借众志
成城的防守，建业力保城门不
失。而在进攻中，建业只能作
出一些零星的反击，对恒大球
门毫无威胁。趁着比赛暂停
的时间，恒大门将曾诚甚至做
起了俯卧撑，这一幕也成为场
上局势最好的写照。

昨晚，失误贯穿了建业的
整场比赛，恒大几次险些破
门，都是源于建业的失误。第
60分钟，恒大发出后场界外
球，卡拉冒顶后，让阿兰获得
单刀打门的机会，所幸吴龑表
现神勇将球挡出；第77分钟，
建业在中场一个高空球停球
失误，让高拉特拿球长驱直
入，最终由郜林完成了打门
……建业应该庆幸，一场比赛
连续出现这么多次失误，而对
手只进了一个球。

后防失误频频

外援仍需加快磨合

今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敖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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