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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安娜·威廉姆森本
是英国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十几年前普通的一天， 正当她像
往常一样， 为自己如日中天的事
业忙碌时， 她的情绪突然崩溃了
……她甚至花了六个月时间才弄
明白， 将人生列车突然推出正常
轨道的正是焦虑症。 从那以后，
安娜的 “脱轨人生” 走向了新的
方向———成了一名专业的心理治
疗师。

在这本书中， 安娜以患者和
治疗师的双重身份， 记录了自己
十几年间应对焦虑情绪的经验和
体会。 从识别焦虑的症状， 到应
对失眠或社交焦虑， 安娜都一步
一步地提供了切实和直接的指
导， 给出了多种处理方案， 帮助
焦虑型读者逐渐克服焦虑， 建立
自信。

《焦虑型人格
自救手册》

作为暑期档唯一一部悬疑冒
险清凉爽剧， 爱奇艺打造的首部
孤岛冒险剧《无主之城》自开播后
就备受欢迎， 很多网友都被烧脑
的剧情，和演员精湛的演技吸引。

还有不少网友表示， 剧中对
人性的刻画十分深入， 塑造了人
性的立体感， 能从不同角色中找
到自己的影子。

不同于以往同类作品以如何
生存为故事主线， 《无主之城》
更加注重剖析绝境中的人性。 剧
中不同身份的人各怀心事， 徘徊
在善与恶的边缘 ， 值得一提的
是， 二十多个角色各具特色， 映
射出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关系， 并
且人物的设定也不是单一的非黑
即白， 看似柔弱的人可能在关键
时刻做出壮举； 看似恶意的人，

也可能心怀善念。
剧中， 刘奕君饰演的商人陈

立堪称反派， 但这个人的性格也
充满了不确定性，时而甜宠美好，
时而冷酷决绝。 在发现生存机会
时，他能靠自己的能力变得强大。

放眼望去， 当下很多影视剧
为了制造矛盾冲突点， 善恶都分
得格外清楚， 要么是 “傻白甜”，
要么就坏到骨子里。 然而真实人
性往往是多重的， 在不同的时间
地点， 不同的氛围下都会有不一
样的反应。

高尔基就曾说过： “所有人

好像总是带有两重性的。 在他们
的胸腔里仿佛有一副天平， 他们
的心就好像天平的指针， 在称善
的和恶的重量时， 指针一会儿倾
向这一边， 一会儿倾向那一边。”

在创作 《无主之城》 中， 编
剧徐速和王潇涵都十分谨慎，全
剧二十多个人物， 几乎每个人物
都有非常详细的人物小传。 徐速
表示， 在创作时会感同身受地去
理解每个人物面对危机时做出的
选择。 王潇涵也提到， 每个角色
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

作为一部悬疑冒险剧， 《无
主之城》 在打破文明序列营造出
惊险之外， 更以细腻的笔触描摹
出人性的美好， 这其中既有母性
的伟大、 爱情的忠贞， 也不乏朋
友间的信任。

此外剧中人物彼此相助、 团
结一致， 共同披荆斩棘， 最终迎
来曙光的集体凝聚力的体现， 也
再次体现出该剧的正向内涵而使
其 立 意 得 到 升 华 。 当 下 国 产
剧 除 了抓人眼球的剧情外 ， 也
应深入挖掘， 拔高格局， 立足现
实， 实现对社会及大众的观照，
令用户获得娱乐的同时， 也感受
到正能量。 (贞宇)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 国家
大剧院全新制作的普契尼歌剧经
典 《西部女郎》 将于8月20日至
25日迎来首轮演出。 8月5日， 国
家大剧院副院长赵铁春、 该剧指
挥安德烈·巴蒂斯托尼 、 导演 、
舞美设计萨迪厄斯·施特拉斯伯
格、 主演阿玛丽莉·尼扎、 克劳
迪奥·斯古拉、 马可·伯帝与在京
主创主演出席媒体见面会， 介绍
了将如何在歌剧舞台上重现美国
西部荒野的狂野与激情。

普契尼音乐集大成之作
普契尼的歌剧， 以朗朗上口

的旋律， 及对 “小人物” 喜怒哀
乐感人肺腑的描绘， 在过去的百
余年间久演不衰。 国家大剧院在
相继推出普契尼歌剧 《图兰朵》
《艺 术 家 生 涯 》 《蝴 蝶 夫 人 》
《贾尼·斯基基 》 《托斯卡 》 之
后， 将普契尼另一经典 《西部女
郎》 献给广大观众， 而这也是该
剧在中国歌剧舞台的首次亮相。
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大剧院副院
长赵铁春表示： “虽然 《西部女

郎》 不算最为中国观众熟知的普
契尼作品， 但却标志着普契尼创
作风格的转型， 是普契尼音乐集
大成之作。 因此， 为了向观众全
面呈现普契尼的艺术成就， 国家
大剧院将首度把歌剧 《西部女
郎》 呈现在中国舞台， 让广大歌
剧爱好者， 更充分地领略普契尼
歌剧的艺术魅力。”

新锐指挥挖掘音乐戏剧性
歌剧 《西部女郎》 以 “淘金

热” 时代的加利福尼亚为背景，
以仿如电影 “西部片” 般的扣人
情节， 讲述了矿区酒吧女主人明
妮、 地方治安官兰斯、 盗匪约翰
逊之间的情感纠葛。 在音乐上 ，
该剧既不乏普契尼式的优美旋
律， 同时也是作曲家音乐变化最
丰富的作品， 充满了戏剧张力。
剧中的男高音咏叹调 “请让她相
信” 更是深得历代男高音歌唱家
与观众的喜爱， 久唱不衰。

执棒国家大剧院版 《西部女
郎》的“80后”意大利指挥家安德
烈·巴蒂斯托尼，是新生代歌剧指

挥的翘楚。 他在19岁时， 就与柏
林德意志歌剧院、 圣彼得堡马林
斯基剧院合作，24岁时，成为史上
登上斯卡拉歌剧院指挥台最年轻
的指挥。 在本次演出中，安德烈·
巴蒂斯托尼将深入挖掘这部歌剧
的音乐戏剧性， 向中国观众激情
演绎普契尼笔下的迷人音乐。

舞台视觉重现西部风情酒吧
当代歌剧界的新锐导演萨迪

厄斯·施特拉斯伯格曾在加拿大
蒙特利尔与奥地利两度成功执导
《西部女郎 》。 带着对 “狂野西
部” 的印象以及对歌剧 《西部女
郎》 的深刻理解， 萨迪厄斯·施
特拉斯伯格与他的设计团队将以

新颖写意的舞台视觉， 为中国观
众重现西部风情的酒吧、 神秘狂
野的森林、 山脉， 并在人物 “希
望和绝望” 的强烈对比中， 表达
他对于 “淘金热” 及正义、 宽恕
等的深刻思考。

《西部女郎》 是一部对歌剧
演员极富挑战的歌剧 。 本次演
出， 将由来自意大利的歌唱家阿
玛丽莉·尼扎 、 克劳迪奥·斯古
拉、 马可·伯帝领衔， 他们均是
以演唱普契尼歌剧而著称的歌唱
家， 也是出演该剧的绝佳人选。
与此同时， 国家大剧院驻院歌剧
演员扣京、 张扬及众多优秀的中
国青年歌唱家也将在剧中饰演主
要角色。 陈艺 摄

在这部身后发表的作品里，
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莱夫雷罗全
身心地投入到了一项任务之中：
他要创作一部小说， 把某些非同
寻常的、 被他称为 “发光” 的经
历叙述出来。

在本书一个又一个段落里，
他历数着他看似庸常的生活， 跟
读者讲述起了他的怪癖、 他的疑
病症、 他的广场恐惧、 他的日夜
颠倒、 他对电脑的痴迷以及对梦
的释义。 他身边的女性们值得另
辟一章， 尤其是灵儿， 她会给他
做好吃的、 陪他在蒙得维的亚散
步、 一同寻觅罗萨·恰塞尔的书
及各种侦探小说。

爱情、 失意、衰老、对死亡的
恐惧、虚构的诗意与本质，所有难
以描述的发光的经历： 一切都被
记录在了这部不朽的杰作里。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了解到， 为方便市民夜间享受阅
读服务， 8月3日起首都图书馆在
全市公共图书馆中率先延长开放
时间， 开放时间最晚可至21时。

首图位于三环十里河桥的馆
址分为A、 B两栋大楼。 调整后，
A座少儿阅览区开放时间为周一
至周日9:00至19:30 ， 延长2小时
30分； B座二层阅览区开放时间
调整为周一至周日9:00至21:00，
延长1小时30分。 延长开放时间
的服务区域面积达9000平方米，
阅览坐席860个。 此外， 针对读
者早晨集中入馆人流量大、 读者
等候时间长的问题 ， 自8月4日
起， 首图在A、 B座增设两个读
者入馆快速通道。

此外， 首图还为读者开放21
种数字资源的远程访问功能， 读
者也可通过下载 “首都图书馆”
移动APP， 关注 “首图数字图书
馆” 微信服务号等多种方式， 阅
览海量移动资源。

据了解 ， 海淀 区 图 书 馆 、
朝阳区图书馆、 大兴区图书馆
等多家区级图书馆正在研究延长
服务时间事宜。

■文娱资讯

歌歌剧剧经经典典《西部女郎》将将首首演演

首图开放时间延至晚九时

《无主之城》
如何透视人性
观照现实

石石景景山山区区：：相相约约““七七夕夕””感感受受““非非遗遗””魅魅力力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昨天，

石景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 八角街道在盛景国际广场联
合举办了 “非遗之夏” 七夕节专
场展演展示活动。 活动分为非遗
展演、 非遗展览以及活动体验三
部分。

非遗展演区由石景山区 “非
遗轻骑兵 ” 带来的太平鼓 、 花
棍 、 武术 、 戏曲等节目惊艳亮
相， 接地气的表演形式让观众耳
目一新， 传唱了经典， 舞出了时
代风采 ， 再现了传统文化的魅
力。 展演过程中， 为辖区七组幸
福家庭代表献花， 表达七夕节祝
福， 倡导大家不断追求美好生活
和坚贞的爱情， 弘扬家庭和睦的
传统美德。

非遗展览展示区展示了 “京

派内画鼻烟壶制作技艺” “京式
旗袍传统制作工艺 ” “拓片 ”
“和香制作技艺 ” 等非遗展品 ，
以及 “迎冬奥、 庆七夕” 非遗衍
生品， 古老的技艺枯木逢春， 焕

发着新的生机， 唤醒人们儿时记
忆的同时， 让优秀传统文化再次
绽放艺术魅力。

活动体验区围绕 “京西民
谣 ” 非遗项目 ， 现场进行滚铁

环、 投壶 、 踢键儿 、 打沙包等
童年游戏。 围绕石景山区创建全
国 文 明 城 区 和 国 家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示 范 区 和 冬 奥 保 障
宣传活动 ， 组织现场群众开展
“夫妻剪雪花 美满祝冬奥” 互动
活动 ， 并将当天所剪雪花制成
《“非遗之夏” 暨 “七夕节” 主题
雪花作品专属收集册》， 表达对
冬奥的祝福。

此次七夕活动， 为群众献上
一场 “非遗” 文化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