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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文浩 ）

正在热

播的综艺节目《舞蹈风暴》让不少观众成

功入了现代舞的“坑”，11 月 17~23 日，第

十六届广东现代舞周将正式回归， 在羊

城掀起一年一度的真实版“舞蹈风暴”。

由广东现代舞团长刘琦编导的新作《庄

子的 N 世代》将作为开幕演出，于 17 日

晚在广东艺术剧院上演。在一周时间内，

来自中国、以色列、韩国、法国各地的舞

者们将齐聚广州， 以风格迥异的舞蹈新

作，探讨身体表达各种可能性。

作为今年现代舞周的开幕演出，广

东现代舞团新作《庄子的 N 世代》全球

首演备受关注。 编导刘琦过往的作品如

《须弥芥子》等，善于以不拘一格的创作

理念自由穿梭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以精

巧诗意的独特韵味， 赋予作品鲜明的个

人色彩，受到国内外评论家的一致赞誉。

在《庄子的 N 世代》中，刘琦想表达

的是一种没有界定， 没有束缚， 没有定

论，只是顺应，只是感受，只是呈现的舞

蹈风格， 每个人都可以找寻属于自己对

于作品的理解， 找寻自我对于庄子哲思

的思考。“不滞于物，不困于心，不乱于

人。当我读到庄子的哲思时，有一种心领

神会的感触， 面对生活会有与众不同的

感受。 ”刘琦如此阐述创作理念。

关注现代舞周的观众都知道， 来自

以色列舞团的作品向来容易出口碑佳

作。 以色列的现代舞有着国际公认的举

足轻重地位，不仅因为有巴切瓦舞蹈团、

基布兹现代舞团、维帝戈舞蹈团三巨头，

更因为它们还不断孕育出“新血”。 兼任

基布兹现代舞团排练总监、 驻场编舞的

艾尧·达东即将带着他创办的嗖舞团，与

独特的黑色幽默画风， 于 11 月 19 日在

广东艺术剧院带来新作《我的生命时光

（TOML）》的国内首演。

除了“中外聚焦”单元的两部重要作

品，本届广东现代舞周将通过“舞码 30”

“大湾区展演”“大师班”“社区舞惠”等板

块，为观众呈现现代舞精品。

信息时报讯（记者 马泽望）

好莱

坞大片中，总有英雄挺身而出拯救世

界的情节， 而且保守估计，90%的英

雄是男性。今天上映的《霹雳娇娃》最

大的看点？ 自然是“世界”，这次终于

轮到女人来拯救了。 这部电影算是

“女性力量” 代表之作———导演和编

剧是演而优则导的女星伊丽莎白·班

克斯，三位主演则是“暮光女”克里斯

汀·斯图尔特、“茉莉公主”娜奥米·斯

科特以及模特出身的英国女星埃拉·

巴林斯卡。该片早前在广州提前点映

之后，就有影迷感慨，如果说男性英

雄大片展现了“力”，那《霹雳娇娃》三

位“天使”能撑得起各种时尚服饰，也

玩得转各类致命武器，简直是给了观

众“力与美”双重观感。

《霹雳娇娃》 最原始的 IP 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剧《查理的天使》，

但将这一 IP 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契

机是 2000 年电影版《霹雳娇娃》。 当

年这部由德鲁·巴里摩尔、卡梅隆·迪

亚兹和刘玉玲主演的美女特工电影

大受欢迎，并在 2003 年推出续集。

新版的故事框架简单明了，不过

三位性格和能力各异的“天使”有足

够丰富的内容填好这一框架。斯图尔

特饰演的萨拜娜轮番变装，上一秒还

是长发魅惑的性感甜心，下一秒就化

身攻气十足的御姐；娜奥米扮演的艾

琳娜从高智商“技术宅”一路成长为

能打的“智慧女神”，角色成长过程最

完整； 而由埃拉演的简则是武力担

当，各种武器都玩得顺手，她也贡献

了不少内心戏。

与 2000 年的电影版相比， 新版

最大升级就是更加彰显“女性力量”。

新版虽然依然保留了老板“查理”，但

三位天使的直接上司是“博斯利”。

“博斯利”由《X 战警》的“X 教授”扮

演者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导演伊丽

莎白·班克斯一起饰演，他们还说，世

界上还有很多“博斯利”以及“天使”。

这两位“博斯利”很多时候需要亲自

下场战斗，不再像老版那样有着“男

人在背后操控女人战斗”的观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慕嘉 ）

“KPI”

（

关键绩效指标

）这一职场热词，最近也

被引入第三季《亲爱的客栈》之中。 节目

中，老板刘涛带着助理陈翔、以及要竞争

终极合伙人的六位管家林心如、张翰、马

天宇、阚清子、李兰迪、吴磊，要在 20 天

内完成 11 万元（

除房费之外

）的营业额。

在重压之下，以“老员工”身份回归节目

的阚清子出师不利， 在上周播出的节目

中惨遭淘汰———暂时失去竞争终极合伙

人的资格。对于这次节目的游戏规则，阚

清子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感慨“太

难了”。

自认技能缺失，但被淘汰也挺难受

六位竞争终极合伙人的管家中，阚

清子属于“老员工”，因为她曾经也是第

一季《亲爱的客栈》中的一员。 不过老员

工并未占据优势， 规则的改变显然让她

有些不知所措， 没有及时适应变化也让

她接连陷入危机。在上周播出的节目中，

阚清子成为首位暂时失去竞争终极合伙

人资格的管家。

在先前管家排位赛中， 阚清子本以

为曾经带过客人的经验能够让她应对迎

宾考核， 却没想到完全被张翰扮演的客

人带节奏，完全失去主动权。 对此，阚清

子在采访中坦承， 因为她与张翰曾合作

拍戏，两人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她一时无

法进入被考核的状态， 觉得张翰是在跟

她开玩笑。对于自己被淘汰一事，她也表

示有看到网友的评价，“说我什么都做不

好， 最开始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自己挺

难受的。”不过难受之外，她也有所反省。

阚清子总结出自己的问题： 一是心态没

有及时转换，没有及时适应职场节奏；二

是实际技能的缺失，包括电脑操作、PPT

制作等科技型技能以及做饭、 打扫等生

活技能。“自己真的就属于生活白痴，完

全不会做饭。 我一进到厨房就是厨房小

白，真的。 ”

游戏规则变了，能理解刘涛的严格

刘涛坐镇三季《亲爱的客栈》，不过

这季从“老板娘”变“老板”的她，显然也

很不一样了， 严苛一面难免也让员工倍

感压力， 还有网友调侃，“刘涛这是安迪

附体了吗”，“涛言涛语”应运而生。 不过

对于刘涛的转变， 阚清子却表示十分理

解，“其实是我们这次节目的游戏规则变

了，所以涛姐才这样严格的。 ” 这次客栈

的伙伴们要做的是实实在在地去经营一

家客栈，完成数字明确的 KPI，所以每个

人都背负着不小的压力， 尤其是老板刘

涛。为了帮助管家们尽快成长起来，给客

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刘涛也必须用高标

准来要求大家。

除了要完成创新性营收目标， 还要

在终极合伙人的竞争之中生存下去，双

重职场压力让阚清子在采访中多次感慨

“太难了”。不过尽管过程艰辛，管家们还

是选择了用奋斗精神完成营收目标，考

验自我也实现梦想。 阚清子表示，严

苛的竞争其实也增强了大家调

节情绪的能力，“我觉得我自

我调节能力还是可以的，刚

开始得零分的时候真的是

接受不了，但是我并没有表

现出心情不好。 ”她知道自己

确实存在不足， 所以面对一时的

失利，比起难过，更重要的是总结经

验，争取不重蹈覆辙；同时，她也不希

望自己低落的情绪影响到一起录节目的

伙伴，所以更加会快速调整自己的心情。

目前，第三季《亲爱的客栈》每周五

晚 10 点在湖南卫视热播。

“老员工”在《亲爱的客栈》第三季第一个被淘汰

跟不上节奏，阚清子“太难了”

《庄子的 N 世代》11 月 19 日首演

广东现代舞周回归

再掀“舞蹈风暴”

新版电影今天上映，是“女性力量”的代表之作

《霹雳娇娃》：

请看女人“拯救世界”

荨

新 一 季

节目，刘涛 （右）

是唯一的老板 。

阚 清 子 和 李 兰

迪 （中 ）都是管

家之一。

荩

阚清子对自己的能力有清晰的认识，对于“涛姐”的高要求她很理解。

左起埃拉、娜奥米、斯图尔特。

《庄子的

N

世代》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