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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上海戏剧学院 93
本科班 24 位同学已经毕业二十
年，当时班里的女同学有：李冰
冰、范志博、孙清、秦瑶（曹艳
艳）、吕静（吕晶）、高蓓蓓、高菲

（高颖）、赵倩、肖英、徐露、李钰
（李欣）。男同学是：李雪涛、廖
凡、王亚楠、张彤、任泉（任振
泉）、刘晓虎（刘虎）、黄浩、刘小
峰、海一天（于鹏）、彭博、张枫
骅、苏华（苏振华）、张家松。

这个班里诞生了金马影后
李冰冰，柏林影帝廖凡，华表影
后范志博，以及任泉、王亚楠、徐
璐、李钰、刘晓虎等数位知名演
员,凭借《情深深雨濛濛》中方瑜
一角走红，已因病去世的李钰也
是他们的同班同学。如今李冰冰
的很多同学仍活跃在娱乐圈。

李冰冰

2000年，李冰冰凭借《少年包
青天》中凌楚楚一角而被观众所
熟知，后以《过年回家》《独自等
待》《天下无贼》打开知名度，真
正让她走红影坛的作品是《云水
谣》，而2009年在《风声》中扮演李
宁玉夺得金马影后，星途从此实
现三级跳，2008年开始的《功夫之
王》《雪花秘扇》《生化危机5》让
她跻身国际影坛。2015年2月19
日，李冰冰主演的《钟馗伏魔：雪
妖魔灵》上映，2016年5月，受邀出
席第69届戛纳电影节，其开幕式
红毯造型被评选为“10大最美造
型”，成唯一上榜华人女星。

2017年1月4日，李冰冰公开
与男友许文楠的恋情，目前两人
感情稳定。

任泉

任泉初中时代当过文艺兵，
1993 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因为
颜值高，注定运气好，刚毕业没多
久就走红了。和李冰冰一样，《少
年包青天》也是任泉的成名作，之
后他又趁热打铁接演了一系列的

古装电视剧，成为内地的当红小
生。同时，颇具商业头脑的他早在
大学时便开始投资餐厅，如今已
发展成全国连锁店，成为进军饮
食业最成功的明星艺人之一。近
几年他还创办了影视公司。

2016年3月17日，任泉在微博
发出消息宣布正式息影，今后专
业做投资。纵然80后观众哀嚎一
片，却也不必替任泉太过惋惜，
他的头脑比脸更强大——— 明明
可以有深度，谁还陪你玩颜值？

廖凡

廖凡因1998年参演《将爱情
进行到底》踏入影视圈，之后参
演了大量的影视作品，2008年时
更以《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入围
第45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提名，不过一直未能大红大紫。
导演高群书曾表示：“廖凡，段奕
宏，范伟，张译，黄觉……这几个
人这几年都会突然爆红的，他们
既有潜力，又有神助，又尊重表
演，在制片人眼里，他们不够有
票房号召力，不够俗帅，演不上
大电影的男一号。但他们，肯定

是好演员。”
果然，到了2014年，厚积薄发

的廖凡凭借《白日焰火》获得了
柏林影帝，尝到走红的滋味。之
后他开始出演电影的男一号，
2015年出演电影《师父》。2016年，
出演电影《心理罪》。

李钰（李郁）

《情深深雨濛濛》是李钰的
首部作品，她凭借剧中的方瑜一
角成名，此后片约不断。2002年，
她主演都市情感剧《情义两重
天》，在剧中饰演钟虹。2003年参
演电视剧《末代皇妃》，在剧中饰
演川岛芳子。2007年主演电视剧

《雾柳镇》，在剧中饰演紫苏。
可惜红颜薄命，2009 年 3 月

14 日，李钰因患淋巴癌在北京协
和医院病逝，终年 33 岁。

徐路（徐露）

1975 年 7 月 29 日出生于辽
宁沈阳，原名徐路，徐露因在《情
深深雨濛濛》中扮演“可云”一角
成名，之后出演了《梧桐雨》《金粉
世家》《决不妥协》《有多少爱可以

重来》《我家的春秋冬夏》等剧。
2014年徐露凭借电视剧《哈尔

滨往事之风雷动》中的表演获得
中美国际电视节最佳女主角，徐
露的丈夫是一名导演兼编剧，曾
执导《决不妥协》，也是《有多少爱
可以重来》的编剧和导演姜凯阳。
徐露和姜凯阳因戏相识。如今徐
露专注于家庭，作品并不多。

范智博（范志博）

2003 年，范智博凭借《女装
甲团长》张蕾一角获得金鹰节最
佳表演艺术女演员奖，之后又出
演了《旱码头》《真水无香》《突发
事件》等多部影视剧，并且获得
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2016 年参
演警匪巨制电影《寒战 2》。

2016 年 9 月，范智博领衔主
演电影故事片《金城档案》。2016
年 12 月，她主演了大型抗日题
材电视剧《黄崖洞》，2017 年 8 月
4 日，参演战争史诗电影《龙之
战》。由于形象正面，这些年她出
演的戏也多以主旋律为主。

刘小锋

1994年，正读大二的刘小锋
创作并表演的小品《祖孙情》在

“全国戏剧院校小品大奖赛”中
获得了三等奖，此小品被定为上
海戏剧学院表演班的教学小品。
上戏毕业后，他主演了《英雄虎
胆》《重庆谍战》《利剑》《敌特在
行动》等大量的优秀作品，被誉
为荧屏“铁血硬汉”。

刘晓虎（刘虎）

刘晓虎曾与任泉、陆毅并称
为”上戏三剑客“，不过他的演艺
事业却远逊于任泉和陆毅，迄今
为止，除了《丑女无敌》，他貌似
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2016 年 10
月 13 日，他参演了战争剧《千里
雷声万里闪》。同年，刘晓虎还主
演古装传奇剧《回到明朝当王
爷》和《赢天下》。 本报综合

上戏 93 班毕业 20 年同学聚会

李冰冰的同学原来也挺厉害！
郑恺结婚
并不一定要有房

出演过多部都市情感剧的
郑恺加盟由王丽萍编剧的《国
民大生活》，出演一个随性自
由、渴望田园牧歌生活并以手
工陶艺为业的“北京小炮儿”王
舒望。

荧屏上，郑恺塑造过各种
不羁的浪子形象。然而现实中，
他对待爱情却十分认真，当女
友生气时，郑恺会说：“她喜欢
听什么好话我就多说点儿”；当
女友要买买买时，郑恺会很高
兴：“赚钱就是为了花得高兴”；
当同一款式的限量包两种颜色
女友都喜欢，郑恺考虑都没考
虑直接回答：“那就先买回家再
选”。对待爱情，他表示：只要有
爱都没问题，距离不是问题，幸
福和有房没房、有车没车没关
系，结婚不一定要有房，但是结
婚一定要有爱。 雪烈

张杰常为爱妻
下厨做饼干

张杰与谢娜相爱整整10
年，9 月 26 日结婚 6 周年纪念
日当天，小两口双双宣布女方
怀孕的好消息，令整个娱乐圈
充满祝福之声。他最近出席活
动时，面对众人关心孕妻，也
大方分享太太的近况，“现在
娜娜的状态非常好！”

张杰10月15日下午现身苏
州，参加节目《天籁之战2》记者
会活动时，被问到有关谢娜怀
孕后的近况，他知无不言、大
方回应，脸上全是即将成为人
父的幸福笑容，“现在娜娜的
状态非常好！我要是在家，她
喜欢的东西我都会给她做。”
只要当天没有工作，一有闲暇
时间，张杰都会待在家中照
顾、陪伴谢娜，并经常为爱妻
下厨。他日前也曾在微博发
文，晒出亲自制作蔓越莓手工
饼干的照片，当时就让大票粉
丝羡慕直呼，“幸福的娜姐”、

“啊啊啊超级想吃啊”、“好老
公、未来也是好爸爸”。 徐丽

杨幂爱搞怪
假扮蜡像吓人

许多艺人成名后都会受邀
制作成蜡像进驻杜莎夫人蜡像
馆，但明星本尊潜伏在蜡像馆
里吓粉丝可能就比较少见了，
女星杨幂平时爱和粉丝开玩
笑，近日悄悄出现在蜡像馆，把
粉丝吓得差点说不出话了。

当天，杨幂先前妆发完整，
穿上紫红色的礼服现身北京杜
莎夫人蜡像馆为自己的蜡像揭
幕，她玩心大发索性假扮成蜡
像跟粉丝互动，一动也不动的
摆好姿势站在其他逼真的蜡像
中间，仿佛她也是蜡像一样，就
在定位不久后有民众进入参
观，一看到“假杨幂蜡像”瞬间
爆出赞叹：“哇！好像喔！”

粉丝兴奋靠上前一左一右
站在“假蜡像”旁边合影，没想
到拍到一半杨幂突然把手举起
来，粉丝以为蜡像动了，吓了一
跳往两旁跳。下一组观光客则
是愣在原地一秒，回过神后嘴
巴还是不停说“真的好像”，事
后杨幂笑称看到每个人吓一跳

“这种感觉蛮好玩的”，不改调
皮性格。 拉缇

今年年初，李冰冰与男友许
文楠公开恋情。许文楠是圈外
人，某投资公司高管，比李冰冰
要小许多。而这段恋情的“媒人”
正是李冰冰多年的好友任泉。在
节目《向往的生活》里，大家才知
道李冰冰和任泉认识已经24年
了。在李冰冰恋情刚公布的时
候，任泉的上千万粉丝纷纷加入
了“心疼大队”，粉丝心疼得就跟
自己失恋了一样。

如果说任泉是李冰冰的知
己，那他就是知己的模范了。李
冰冰曾这样描述任泉：“他就像
我的‘红颜知己'，所有喜悦和悲
伤我都和他分享，平时我去开发
布会，要穿什么衣服都要和他商
量。他算是我的精神寄托吧。”他
们的情谊始于学校，那年任泉只
有18岁，李冰冰20岁，两人是上
海戏剧学院1993级表演系的同
班同学。据说还有个不知真假的
段子：李冰冰刚入校时接了一个
酬金颇高的广告，任泉拿着个大
袋子去广州，帮李冰冰把数十万
现金背了回来。出道开始两人就

一直合作，《青春出动》、《一脚定
江山》、《绿色柔情》、《少年包青
天》、《花样的年华》等等，这些作
品让他们成了“大众情侣”。

虽然任泉在演艺圈一直都
没有李冰冰火，后来的作品也不
是很多，但他却在商业方面有天
赋。刚毕业的时候，任泉就试着
开餐馆。可当时身上并没有多少
钱，还是跟两个同学各借了 3
万，其中一个就是李冰冰。李冰
冰什么也没说就把钱给他了，但
她也直接表示并不看好。不过，
没想到餐馆后来竟然红火到要
排长队了。任泉证明了自己的能
力和眼光，李冰冰就放手跟他合
作，开了一家新的川菜馆，规模
更大，档次更高。同时李冰冰也
跟着任泉买了华谊兄弟的原始
股，后来证明，这极有先见之明。

这些年来，两人的道路越走
越两端：李冰冰出演《变形金刚
4》、《生化危机5》等大IP电影，向
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女星走
去；任泉则越来越少参演作品，
把生意越做越红火，他被称作

“娱乐圈最会赚钱的男明星”。
事业交集少了，但生活上的关
心却不减反增。李冰冰每次
重要作品发布的时候，任泉
都会尽量去捧场。

在公布恋情之前，
李冰冰每次被催婚都
拿 任 泉 当 挡 箭 牌 ：

“泉哥还不急呢，我
急什么!”任泉曾在

《 天 天 向 上 》中
说：“她未嫁我
未 娶 就 一 起
过”。但是最终
他 们 没 在 一
起，让好多人
遗憾不已。不
过也是，爱情
没有什么道
理可言，一切
都是最好的安
排，二十多年的
深厚情谊，或许
不成为恋人反而
是最好的安排呢。

夏天

有一种友谊叫李冰冰任泉

10 月 12 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93 班毕业二十年的同学聚
会，廖凡、李冰冰、任泉等同学和老师齐赴上海戏剧学院。能够重温
过去的美好时光，大家都几度眼眶发红，李冰冰难掩泪水，廖凡感
慨“二十年的友情很难得，这是一起长大的缘分”。

李李冰冰冰冰任任泉泉

同同学学聚聚会会情情意意浓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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