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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章子怡很有可能主演
电视剧《帝凰业》的消息，在耳边
已传了好一阵子，近期越发板上
钉钉，且与她搭档的男主角很可
能是男神张震。一旦拍板落定，
那真的称得上是震惊华语影视
圈的大新闻。两人年近四十，出
道多年，从未出演过电视剧，堪
称扛鼎级的电影咖。从某种程度
上说，只要他们点头出演的银幕
作品，就顺理成章成为某种品质
保证。到今日，无人敢当面背后
质疑他们的演技。这种底气得益
于祖师爷赏饭吃的一张上大银
幕就能演绎七情六欲、是“面瘫”
也动人的电影脸，以及接近弹无
虚发的好品位。无论是文艺片还
是商业片，他们自己角色这一块
的田地里，不结倭瓜。

如果，这部改编自作家寐语
者网络IP著作的电视剧真的让
他们史无前例地接下来，两人出

演的宫闱爱侣角色，也与十多年
前李安电影《卧虎藏龙》中的玉
娇龙、罗小虎一对憾侣遥相呼
应。据悉，这个尚未被确认的消
息已在影迷心中激起不小的涟
漪。我一个朋友啧啧惊叹，一边
痛惜两大电影咖怎么就随波逐
流，一边又怀揣巨大的好奇心，
最后为自己找到理由，大概男神
女神都有养娃的压力吧。

媒体已通过多年的复述和
编撰，强调过一个传奇细节：张
艺谋曾为刚演完《我的父亲母
亲》的章子怡挡过张纪中的盛情
邀请，不让她出演《笑傲江湖》岳
灵珊一角。大导演大概觉得，章
子怡既然能够穿着鲜亮的红肚
兜青涩无暇地出现在柏林影展
的领奖台上，这个起点就是底
线。后来发生的事实似乎也验证
了他的判断，小师妹一角让女演
员苗乙乙接了，虽然红过一阵，

但现在却无人问津。而章子怡却
守来关键一垒，就是《卧虎藏
龙》。后面的银幕历程无须赘述。

但，章子怡如果在今时今日
真的“违背”恩师的教诲，去演电
视剧，算不算一种堕落呢，尤其
是，她要出演的是大IP剧，一个
被媒体渲染成鸿门宴的麻烦之
地，不乏好演员入戏之后也被口
碑拖累了体面？

我认为不是。章子怡对于剧
本的挑剔以及之前的判断可以
说无出其右，比如她放弃《雪花
与秘扇》，一个被默多克前妻邓
文迪力挺的剧本，却愿意赔上好
几年时间在东北打八卦掌，出演

《一代宗师》里的宫二。她既然愿
意出演这部作品，多半是看重了
女主完整的发展过程。之前她也
曾对媒体透露，除了王家卫这样
少数的大导演还愿意给女演员
足够的空间去展示，大多数看到

的女性角色实际上还是依附于
男性角色，特别是好莱坞项目。

章子怡的演技已经无须再
通过专业意见去评估，反倒她多
年来一直没有解决如何突破精
英影迷的壁垒、赢得更大众青睐
的问题。她已经通过能收能放的
摇滚歌手妻子、时髦温暖的母亲
等形象做了铺垫，就差一个有足
够容量，也就是天天见的集数，
去接近收看习惯变迁的新一代
观众，那最好的选择就是IP剧，
如果顺利播出，社交平台的讨论
量将验证她的选择是否英明。

她和张震也并非是孤立的，
连拍戏慢得令人发指的王家卫
也传出消息将为亚马逊集团拍
摄网剧，李安也有类似计划。说
真的，这两位章子怡所尊敬的大
师都丝毫不以为耻，并愿意尝
试，她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真
强人到哪个山头都强。 钱德勒

章子怡演电视剧，观众缘只会更好

在娱乐圈，明星的分分合
合，始终有不少人关心。而明星
的亲属，也因为明星的关系而
备受关注。最近，演员赵薇的哥
哥赵健和妻子离婚，给妻子分
割了5 . 2亿元市值的股票。

10月10日晚间，浙江唐德
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
称，公司股东赵健因与妻子陈
蓉婚姻关系解除而进行财产分
割。财产分割前，赵健持有唐德
影视32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8 . 01%股份，根据唐德影视
2017年半年度报告，赵健为公
司第二大股东。

据了解，赵健是知名演员
赵薇的哥哥，是唐德影视的创
始人之一。根据唐德影视的招
股书，赵健出生于1969年，大专
学历，曾任职于安徽省芜湖市
外贸土特产公司，2011年8月至
今任唐德影视董事。

根据公告，赵健分割给了
陈蓉 1 9 2 1万股，占总股本的
4 . 81%。按照10月10日唐德影视
的收盘价27 . 5元/股计算，陈蓉
所分得的股份市值约5 . 2亿元。
目前，赵健、陈蓉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相关股权过户登记
手续，权益变动后，赵健持有公
司股份数降为1280 . 9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3 . 20%。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拥有
唐德影视股票，赵健还投资了
不少公司，根据天眼查数据，赵
健是5家公司的股东，其中包括
与妹妹赵薇共同投资的梦洛

（北京）酒业贸易有限公司、芜
湖东润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此次赵健与妻子陈蓉离婚，陈
蓉或许分得的不止有唐德影视
5 . 2亿元的股票。而陈蓉之前最
广为人知的身份，除了是赵薇
的嫂子，还是曾与赵薇一起打
天下的经纪人。 棕鹤

赵薇哥哥离婚
嫂子分走5 . 2亿元

孙俪三部戏赚1 . 7亿
大手笔送员工手机

近日，孙俪主演《那年花
开月正圆》刚刚播完，该剧从
开播以来好评不断，也成为她
继《甄嬛传》之后又一代表作。

据媒体报道，孙俪从2011
年拍摄《甄嬛传》声势大涨后，
片酬自然也增加不少，有业界
人士指出，这次在《那年花开
月正圆》演陕西女首富周莹的
片酬保守估计是一集120万元，
加上先前拍《甄嬛传》、《芈月
传》的片酬，三部电视剧约进
帐1 . 7亿元，因此据传中秋节时
她大手笔送每位员工一支最
新款苹果手机。

虽然片酬颇高，但因为孙
俪演技精湛、敬业，仍是许多
制作方的不二人选，有知情人
士透露她拍戏时很拼命，在

《那年花开》中有一场与胡杏
儿的对手戏，对方当时已经怀
孕，开拍前请她手下留情，她
一口答应，没想到正式拍摄时
双方入戏太深，她被胡的指甲
刮伤脸，更被乱棍打到耳朵，
但她没有表现出来，就怕对方
万一知道了会不敢放开演，为
了不影响拍摄选择忍耐不适。

森云

9月底，2017秋季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
（简称“秋推会”）在京召开。而关于这场秋推
会，提前为大家划下重点，从现在开始有下面
这些重点电视剧值得期待，你将看到陈坤、汤
唯、刘嘉玲、张柏芝等电影大牌纷纷回流小荧
屏，还有一些大IP或许是你一直期待的。电影
大牌回归电视荧幕，这样的黄金阵容让不少
观众期待，而国产剧是否能在电影大牌的带
动下，更加好看呢？

电影大牌回归成潮流

汤唯加盟《大明皇妃》

电影大牌回归电视荧幕并非新
闻。早在2014年，范冰冰主演的《武媚
娘传奇》就以2 . 97%的高收视率夺得
收视冠军，电影花旦周迅也在阔别
电视荧幕十年后，携经典作品《红高
粱》正式回归。随后几年，赵薇、刘
烨、姚晨等电影大牌也相继回流，直
到今年彻底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在今年的秋推会上，出现了近
十部由电影演员主演的电视作品。

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大明皇
妃》，据知情人士透露，《大明皇妃》
的主演阵容目前已经确定是汤唯和
朱亚文，但具体消息仍待官方宣布。

而陈坤以出品人身份投资并出
演了两部电视作品《脱身者》和《凰
权·弈天下》，这是陈坤时隔九年再
度出演电视剧。《脱身者》是一部原
创的年代谍战剧，由陈坤和万茜主
演，并邀请到廖凡、王景春等实力演
员；而《凰权·弈天下》则改编自天下
归元的小说《凰权》，由陈坤搭档倪
妮主演。这部剧也是鲜少的由两位
电影大牌主演的IP大剧，拍摄时长
长达7个月。

而张柏芝也是多年未活跃在电
视荧幕之后，时隔五年再度出品了
一部都市情感剧《如果，爱》。《如果，
爱》由张柏芝本人主演，并搭档了台
湾小生吴建豪。这部剧讲述了三朵
姐妹花分别情陷三角恋、吊打前夫、
俘获富二代忠犬男的不同情感故
事，在其中张柏芝饰演了一位丧子
的家庭主妇。

IP改编热度不减

刘嘉玲或演《半生缘》

尽管这两年来，业内一直不断
在给IP作品“降温”，但在今年秋推
会上，依然有不少大IP作品出现。除
了青春文学、网络小说外，“名作”改
编也成为此次秋推会的亮点。

作为写出《四大名捕》的一
代武侠大师，温瑞安的《白衣方
振眉》首次被搬上荧屏；经典武
侠作品《新龙门客栈》也新出了
一版，由在《花千骨》中饰演“杀
阡陌”的马可扮演男主角周淮
安，戚薇饰演金镶玉，沈梦辰扮
演邱莫言，这三个曾经被梁家
辉、张曼玉、林青霞演绎过的经
典角色此次被青年一代演员再
度诠释，话题十足。

张爱玲的经典作品《半生
缘》无论是梅艳芳、吴倩莲的电
影版，还是林心如的电视剧版，
都是成功的翻拍作品，这次在

秋推会上，全新版的《半生缘》也
亮相，并且有消息传出由刘嘉玲
饰演姐姐顾曼璐。

武侠改编出新作

机长刘烨成“老男孩”

近些年，根据网络文学改编
的电视剧层出不穷，但取材于经
典武侠名著的电视剧却难有新
作出现。在武侠文学领域，温瑞
安被誉为“武侠四大宗师”之一，
其经典之作《白衣方振眉》也被
看作是作为区别于传统武侠作
品的“新武侠”代表。该剧制片人
表示，出品方之所以投拍《白衣
方振眉》，也是因为“方振眉”从
来没有被拍成过影视剧。

在电视剧《白衣方振眉》中，
黄圣依“产后复出”，出演一位女
侠。黄圣依坦言自己从小就有侠
女梦，这次能够拍摄温瑞安的作
品非常荣幸。为了诠释出侠女的
风骨，黄圣依在打戏上花了不少
心思，有舞蹈功底的她已经开始
跟随武术老师进行训练。

《老男孩》属于国内影视剧
中比较少见的“机长题材”。男
主角刘烨上一次的电视剧作品

还是三年之前的《北平无战事》，
而这个“老男孩”人物设置也和
刘烨气质吻合，民航机长吴争在
生活中天性不羁爱自由，恣意挥
洒，不管他人眼光。当诸多“突发
事件”来临，他不得不“被迫”成
长，从此打开人生新的一页。

该剧女主角是被称作“无差
评”的林依晨，她在剧中饰演一
名“海归派”麻辣老师，个性火爆
不屈服传统，同时对孩子善良又
温柔。林依晨和刘烨的情侣组合
也成为该剧最大看点。 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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