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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卫视《林海雪原》

李光洁演绎年轻版杨子荣
广东卫视策划推出了大

型城市展示类专题节目《纵
横大湾区》。该片聚焦轰轰烈
烈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走
进湾区九城、三个自贸区，向
全国观众真实、全面呈现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城市资
源和文化特色。

打造响亮的城市名片

粤港澳大湾区沐浴改革
开放的春风，经济高速腾飞，
社会快速进步，已成为中国
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之一。继
今年三月政府提出研究制定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
划后，今年7月1日在香港《深
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
设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
粤港澳大湾区将建设成更具
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
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
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
世界一流湾区与世界城市圈
的建设号角已然吹响。

在此背景下，广东广播
电视台特别打造了城市展示
专题节目《纵横大湾区》，向
全国观众呈现大湾区城市群
的城市资源和文化特色，助
力城市发展，助推湾区建设，
力图打造大湾区城市群的响
亮名片。

聚焦百姓的日常生活

《纵横大湾区》一改传统
政经纪录片连贯式宏伟庞大
的叙事风格，紧扣大湾区城
市群建设这一主题，用细腻
的故事与人物承载深刻内
涵；以智慧的谈话和交流启
迪广泛思考。在唱响大湾区
建设成就主旋律的同时不失
趣味性、故事性与互动性，从
引领大湾区发展的科技创新
到惠及普通百姓的公共服
务；从丰富的文化交流到睿
智的观点交锋，节目落脚点
始终不离诸如城市养老、科
技发展、青年教育、脱贫致富
等关乎大湾区百姓日常生活
的点滴。该片继承了广东卫
视专题片制作的功夫与特
色，进一步彰显了南派纪录
片的智慧与创新。

该片制作团队历时数
月，足迹遍布大湾区主要城
市，镜头对准城市执政者、专
家学者以及普通百姓等，倾
听他们的治理智慧、创新思
路以及自豪满足，既回顾历
史亦筹划未来，以期为大湾
区乃至全国观众奉上一桌色
味俱全，飨罢回味的精神文
化盛宴。
特别提示：广东卫视《纵横大
湾区》每周六 21：10 播出，精
彩内容敬请关注。

广东卫视《纵横大湾区》

走进大湾区城市群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
妖。”即使你没有看过《林海雪
原》，对杨子荣这句脍炙人口的
江湖切口想必也不会陌生。《林
海雪原》讲述了一支由杨子荣、
少剑波、白茹等解放军战士组
成的剿匪小分队，他们穿林海
跨雪原，克服千难万险，历经

“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
“捣覆神河庙”、“围剿大锅盔”
等激烈交战，最终彻底消灭顽
匪，取得剿匪全面胜利的传奇
故事。

王润身的“武侠版”、童祥
苓的“正气版”、王洛勇的“江湖
版”和张涵予的“豪杰版”，作为
经典的荧幕形象，杨子荣经历
了跨越时代的版本交替。珠玉
在前，新版《林海雪原》对杨子
荣的塑造自然更加用心。不同
于以往作品中“中年大叔”的形
象，此次李光洁饰演的杨子荣
将为大家呈现一个更年轻、更
接地气的剿匪英雄。一身貂皮
大衣与毛帽子，匪气与正气并
存。嘴上说的是黑话切口，心中
爱的是百姓乡亲；既有粗犷不
羁的江湖气概，也有精明谨慎
的军人气质，一看就知道是一
个有故事的男人。

演绎经典压力不小

记者：网友说你无论是暖
男还是硬汉都演得很好，林海
雪原有过这么多版本包括电影
和电视剧，饰演杨子荣的时候
会有压力吗？塑造这个角色最
大的难度是什么？

李光洁：这个角色最大的
难度是太多人演过，又确有其
人，已在几代中国观众心目中
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上一辈
的观众对杨子荣这个名字耳熟
能详，说没有压力是假的。

记者：流传甚广的历史题
材最难拍，你在创作中有什么
体会？

李光洁：我认为对于历史
题材很重要的一点是遵循历
史，在遵循历史上一定要有我
们当代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和认
知呈现出来。

记者：拍摄之前有没有做
特别准备？

李光洁：在拍这版《林海雪
原》之前，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把网上有关杨子荣和《林海雪
原》的音频、视频、文字资料都
看了一遍，要了解一下其他艺
术家是怎么创作的。

冰原拍戏冻出高原红

记者：在这部戏里大家
脸上都挂着高原红，是化
妆效果，还是在冰原上上
脸脸真真冻冻坏坏了？

李光洁：高原
红 一 开始是化
妆效果，那时
候我们没有
去东北拍，
先 在 北 京
拍，大家画
两块红的时
候不是特别
理 解 ，真 的

转场到了东北之后自然有了高
原红，就不用化了。而且在那个
环境下首先想的是保暖，护肤
是其次。

记者：极寒条件下具体怎
么控制表情呢？

李光洁：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有生扛，尽量的拿热水袋或
者是暖宝宝，不拍的时候贴在
脸上或者用手搓，只能用最传
统的办法。因为在冰天雪地里，
室外那种零下30度环境下待连
续超过两个小时以上你都会冻
透了，不管用什么保暖的办法
都会冻透的，我们一天在户外
工作12个小时以上。所以经常
会有台词嘴皮子咬不住字，唯
一的办法就是多来几遍，尽可
能多拍几遍，直到能完成为止。

记者：为了这部戏也推掉
了一些大戏，是因为自己喜欢
爷们儿戏，有英雄主义情结么？

李光洁：也有可能，但是我
觉得每个演员去塑
造某一个

角色，或者拍每一个戏都是冥
冥之中有缘分存在，这个角色
可能就是属于你，不管怎么转
就会到你手上，有的角色或者
戏不是你的，不管怎么争取都
跟你无缘，年龄越长可能越相
信命运。

记者：金星老师在这部剧
里的表现受到很多关注，她演
戏不多，你对她的表演是怎么
评价的呢？

李光洁：艺术都是相通的，
金星老师的表演近乎完美，她
对一个人物的把握，和人物内
核精神的体现已经达到了几乎
完美的状态了，她一开始到组
里的时候会和大家谦虚说虽然
没有拍戏的经验，但真的演起
戏来她不输给任何的演员。
特别提示：新版《林海雪原》10
月20日起每晚19:30在广东卫视
震 撼 开 播 ，
敬请期待。

电影《南哥》

文艺为扶贫贡献力量

近日，广东省的十九大献
礼影片《南哥》在广东佛山举行
首映礼。该片根据广州一名国
企干部郭建南帮助粤西农村的
乡亲脱贫的真实故事改编，由
中国电影集团作为“党的十九
大献礼片”在全国院线上映。

早在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南哥》用文艺形式为脱贫攻坚
贡献力量。据《南哥》制片人孙
洪涛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组长汪洋看完《南哥》之后，感
动落泪，并对《南哥》作出批示：

“扶贫需要更多这样的干部，扶
贫工作需要更多这样的作品。”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慎海
雄也作出批示，要求做好组织
观看《南哥》的推广工作。

《南哥》主人公生活原型郭
建南的妻子蒋运庆也出席了首
映礼。她说，“他是南哥，他只是
做好了他自己该做的事。”

电影《南哥》已于 10 月 17
日在全国公映。

陕西卫视《长征大会师》

全景再现红军长征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长征大会师》每晚19:30正
在陕西卫视热播中。该剧选用
佟瑞欣、刘劲、王伍福等特型
演员、及朱宏嘉、范雨林等演
员出演，由90后新生代小花孙

艺宁担当女一号。该剧采用实
景拍摄，全景式再现中国工农
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胜
利大会师的壮阔画卷。

家国命运相连

该剧中以会宁钟家人从
饱受恶霸摧残支离破碎又因
红军会师而团聚的故事发展
为辅线，在国家命运的转折
中，双线并进地诠释家国大
爱，调动观众在亲情、爱情、友
情中的切身感受。

孙艺宁饰演的钟秀霞作
为符号性的人物，将一家人的
分分合合穿插在大会师背景
之中，幼年时期的钟秀霞与二
哥被迫与家族分开，机缘巧合
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同时，家
里其他成员也分别加入了红
军。随着红军队伍的会合，分
别在陕北与两位哥哥相遇，而
后又与爸爸和姐姐相遇。所以
红军方面的会师，也是钟家一
家人的相聚。

钟秀霞这个角色身上的
纯真、乐观、坚毅，代表了长征
中的红军群体，堪称革命的小
精灵，随着剧情发展，这个革
命的小精灵也在各种变故中
获得了成长。

张国焘死守川康

红军一、四方面军的第一
次会师最终没有一个大团圆
的结果，张国焘山大王式的做
派让观众也闻到了危险的气
味，虽然南下的过程中有过几
次胜仗，可战线拉长以及敌人
的围困，让整个战局发生扭
转。决战百丈关，四方面军伤
亡近万人。

在前有强敌，后无援军的
情况下，张国焘还要死守川
康。以共产国际特派员身份
回国的林育英给张国焘致
电，要求他北上，组成抗日统
一战线。严峻的局势已经摆
在张国焘的面前，他最终会
做出怎样的选择呢？红四方
面军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特别提示：陕西卫视《长征大
会师》每晚19 :30播出，“大会
师”能否收获最圆满的结局，
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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