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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赵丽颖被黑得不轻。
从她代言国际一线大牌迪奥那
蹩脚的英文和乡土的发音，再到
有人在迪奥官微下留言评论其
气质“又不高级又土，撑不起大
品牌，只适合代言达芙妮”，就连
她出发去国外看秀的机场出行
装扮被网友吐槽像淘宝模特摆
拍，更有人说这大概是淘宝模特
被黑的最惨一次。就连最近正在
拍摄和冯绍峰主演的电视剧《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新剧造
型一曝光，齐刘海却被吐槽像丫
鬟一样。而这不是赵丽颖第一次
被黑。她自己的原话就是“我连
喝口水，都被黑的体无完肤。”

如果换一个故事版本呢，农
村出身、中专毕业的女青年经过
自己的不懈努力成功代言了某
国际知名品牌，哪怕她英文发音
土气而走调，也大抵会被当作励
志传奇而被人狂赞。可惜赵丽颖
是艺人，是公众人物。

艺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满
世界里稀缺的注意力和镁光灯
聚集于己身，意味着人们对他或
是她有着格外苛刻的要求。这些
看似疯狂的苛刻背后何尝不是
因为艺人寄托了芸芸众生的某
些理想和期待。

艺人应该永远美丽、年轻，
一旦艺人美人迟暮或是中年发
福，自然是要被狂吐槽的。于是
乎，冻龄的美人们在原本应该自
然呈现岁月沉淀的风华与痕迹
的年岁里，却狂热地动用一切可
以承受的手段对抗地球的万有
引力，哪怕五六十岁也一定要有
豆蔻年华的娇嫩。

艺人应该修养高雅，举止迷
人，满口字正腔圆的伦敦腔或是
美式范儿。艺人如果已婚就要感

情专一、家庭和美。总之，人们对
于艺人的人设大多是剥离了普
通人的悲欢离合、鸡零狗碎和生
活的曲折艰辛与筚路蓝缕。

对不起，赵丽颖小姐除了姿
色不错，演技不错之外，没有资
源，没背景，10年演艺生涯有7年
都是跑龙套。一穷二白、杀出一
条血路的她在五光十色的娱乐
圈显得那么非主流。她的现任经
纪人黄斌把她定位为灰姑娘逆
袭的典型案例。但我认为，她连
灰姑娘都算不上，毕竟灰姑娘可
是正经高贵出身，只是后来被恶
毒的后妈虐得不轻。

这就又回到一个残酷冰冷
的问题上，人们所唾弃和恐惧
的、所不敢直面的各种粗砺现
实，反转之后就变为“强势角色”
的人设——— 年轻、貌美或是帅
气、富有、幸福。艺人便是社会里

“强势角色”的人设之一。赵丽颖
是披荆斩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对不起，距离人们心里的疯狂人
设还差了很长的一段距离。你只
有更加努力地从各方面提升自
己，英文流利，造型时尚且得体，
演技越发炉火纯青，好戏不断，
才能让人们无可挑剔。因为一行
有一行的规矩，做了艺人，当了
公众人物就要承受更多。欲戴王
冠，必承其重。

英国广播公司曾出品过一
部纪录片《人生七年》，节目组选
择14个不同阶层的英国孩子来
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从7岁开
始，每七年记录一次，一直到他
们的56岁。这项历时49年的研究
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穷人的
孩子依然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依
然是富人。这14个人中，只有一
个人尼古拉斯——— 一个农夫的

儿子，考上了牛津大学并成为了
美国名校的教授，实现了阶层跨
越。如此算来大概是7%的小概率
事件。美国物理学会院士巴拉巴
西在《爆发》一书中也提到了一
个观点：人类行为的93%是可以
预测的，而剩下的那7%无法预测
的人则改变了世界。

世界上永远存在这样一类
人，他（她）能够超越自己的家
庭、血缘、环境，挣脱时代对他的
束缚，让世界另眼相看，这一类
人被称为英雄。想要做这样7%的
英雄，赵丽颖们，仍需努力。

海琳

明星欲戴王冠
必先承其

明星这种生物，真是暗不
得，一暗就沉底儿，先例多了去
了。无论是家庭变故还是个人负
面，一旦沉沦，很难翻红，虽然各
自情况和性质不同，但结果差不
多，行情一旦转熊，想班师回朝
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有
一个例外，就是潘粤明，他被劈
腿，舆论中官司虽胜尤败，看客
只记得流言中的恶趣味。在流量
明星当道的行情中，一介中年危

机颜值跳水的发福大叔，能碰到
《白夜追凶》这样飚演技的戏，圈
粉圈到手软，算是有备而来 VS
命运正好敲门，是幸运与自身素
质成辉的佳话。

我对潘粤明颜值巅峰时代
并无感觉，有印象是从他和董洁
离婚声明比拼。从潘粤明车祸到
某能力受损传闻，到嗜赌欠账；
从家庭暴力，到董洁激吻曝光，
潘粤明“我还在等”的苦情追讨，
各种江湖内幕满天飞，各种身边
人刀戈直捣要害。那一季狗血剧
长片中，潘粤明得到了什么？得
到了他从潘粤明变成潘粤暗长
达五年的沉寂和发福，如果不是
遇到《白夜追凶》，他估计还跟他
的中年危机死磕呢。

潘粤明给《白夜追凶》中两
兄弟如此定位：一个能文一个能
武，一个阴郁一个阳光，一个心
思缜密一个放荡不羁。“我从动
物 角 度 来 理 解 ，一 个 演 成 丧
狗——— 闷声不说话，但咬人咬得
特别狠；一个演成疯猫——— 肢体
比较灵活。兄弟俩都住在我体
内，需要哪个出现就唤醒哪个。

我想生活变故之前的潘粤

明，应该偏向性格阳光的弟弟关
宏宇多一点，表情似笑不笑典型
北京南城痞小子，声色犬马，容
易被诱惑，弄不好就折一次，抖
搂抖搂又是好汉一个。变故之
后，被生活雨打风吹得迤逦歪
斜，然后被冷冻和遗忘交加，5
年以后，潘粤明就有了演关宏峰
的本钱，阴郁平和，一腔隐晦难
言，以无声为表达，以无视为态
度。这是一个从男孩到男人的蜕
变，然后让潘粤明遇到一人饰二
角的精分机会，实在是瞌睡来了
递上枕头的待遇，他的演技需要
这么两个角色证明。

这不是潘粤明第一次和角
色共振了，他和《白夜追凶》导演
五百结缘，是因为 2013 年五百
导的《脱轨时代》。而为了《白夜
追凶》，潘粤明是拒绝了《我的前
半生》中的陈俊生的。陈俊生对
于潘粤明来说，应该也是个翻红
的机会，错过了固然可惜，但是
关宏峰关宏宇兄弟俩，对他来
说，演技更加过瘾、更一锤定音，
潘粤明演得真是如两个演员分
饰，见微知著，潘粤明的事业第
二春毫无疑义地到来。 黄啸

演技过硬才是走红的硬道理

“ 2017 全球外国人汉语大
会”日前落幕，60 多个国家，36 支
队伍，108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
语爱好者，在高强度赛制下比拼
汉语知识和中华文化深度了解、
传统才艺，水平之高创下历年之
最。现场评委方清平、蔡明脱口而
出的点评诸如“太不容易了，这些
题我都答不上来”等等也是电视
机前观众的心声，不少网友表示
正在“反思”，“我的中文怎么好像
没有‘老外’好呢？”

以往，外国人秀中国话、表演
中国传统才艺的节目并不少见，
通常用“反差萌”逗观众一乐，满
足大家的猎奇心就算完成任务。
像“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这样冷
不丁靠选手过硬的实力“刺激”国
人自我反思“母语”水平的，还是
头一遭。面对台前幕后的火爆，该
节目总导演夏岛和王芙英在感慨
得之不易的局面后认为，这既有
汉语热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也有
国内文化教育类节目火爆的“小
环境”。他们强调，文化教育类节
目成功，最重要的根基在于积累，

“现代人喜欢轻松、快乐，综艺节
目正是如此，而文化教育类节目
则是热爱者们长期呵护，逐步升
级的结果。不能像做综艺那样，做
完一档又转战另一档……正是长
年坚持走访、了解、努力甚至陪
伴，才能让这么多精英选手在今
年的舞台上大放光彩。” 文洁

老外说汉语比咱溜
是该反思反思了

游戏融入传统文化
方能走得更远

最近，继《英雄联盟》后，很多
国内玩家又玩起了“大逃杀”。国
内一些游戏也忙着搞电竞比赛，
电子游戏已然成为青少年生活中
的一部分，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
济价值，也与绘画、雕塑、建筑、音
乐、文学、舞蹈、戏剧、电影等艺术
形式并列，被称作第九艺术。电子
游戏玩家以青年为主，还有相当
数量的未成年人。如何利用好游
戏这个传播媒介，让这些玩家接
触到更多正确、优秀的传统文化
元素，应成为游戏开发者不可推
卸的任务之一。

近年来，国内的游戏开发者
也在进行着将传统文化融入游戏
的探索。故宫博物院的手机游戏

《皇帝的一天》，以小皇帝行动为
线索，向玩家介绍清朝皇帝一天
的生活，地点设置有养心殿、乾清
宫、御花园、畅音阁等重要建筑，
而“银牌试毒”“百步穿杨”“粉墨
登场”等小游戏也贯穿其间。

电子游戏是大众文化的一部
分，或多或少都要担负着一定的
教育功能。青少年可以将之作为
了解传统文化的触点，唤起对历
史文化的兴趣，从游戏了解古人，
了解诗词，了解侠义精神，从而进
行更深入的文本阅读；普通游戏
玩家可以在一个熟悉、生动、有趣
的环境中充分享受游戏的乐趣、
娱乐的放松；而对于国际玩家来
说，领略不同于欧美魔幻文化为
主的游戏风格，体会异域风情，也
是对中国加深了解的一个入口。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
泱泱大国，更深入地挖掘传统文
化神韵，设计出有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和特点的游戏，将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推而广之，是中国游
戏产业走向世界，走得更远的有
力途径。 张岩

岳云鹏与姐姐
长相都是复制的

10 月 20 日，岳云鹏微博
晒出了和五个姐姐视频聊天
的截图，并配文：“早起和五
个姐姐视频聊天，我才发现
我家基因强大，简直是一张
脸。”在视频截图中，岳云鹏
和五个姐姐均是圆脸蛋、小
眼睛，笑起来充满喜感。

此前，岳云鹏曾在微博
晒过和一位长相神似的女粉
丝的合影，不少网友评论：

“这是不是你失散多年的姐
妹”。此次晒出亲姐妹的照
片，原来比起“民间姐妹”相
似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仙女届的扛把子：一家人跟
复制粘贴一样。
@零食大反派：岳氏基因，你
忘了流落民间的孩子了吗？
@Est：比较下来还是你脸大。
@冯宇航：我的天哪，这么神
奇吗！

林宥嘉不会拍照
被老婆吐槽

丁文琪年初与林宥嘉完
成结婚登记，6 月举行婚宴，
小两口常常甜蜜秀恩爱，10
月 20 日，丁文琪发微博透露
两人蜜月旅行回来，并晒出

“老公视角”照。
林宥嘉拍摄的照片中，

丁文琪穿着黄色外套、背着
后背包，站在水景边，突然吹
来的风将围巾吹飞、正好遮
住全脸，仅露出右边秀发，糟
糕的拍照技术让她感慨“蜜
月旅行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心
得就是：林宥嘉真的把他毕
生的努力与天赋都奉献给音
乐了……”
@小浣熊：拍得真好，抽象！
@吴哲晗家：跟王珂有一拼。
@月月耶：连马赛克都省了。
@段子楼：把围巾拍的别有
一番风情！

古天乐仍用古董机
近日，有网友抓拍到出

席活动的古天乐的照片，照
片中的古天乐正在用手机打
电话，眼尖的网友发现古天
乐的手机竟然还是滑盖款。
@阿嘻嘻：查一下，有没有几
十万块的滑盖手机？
@Ezz2tapking：可能他喜欢玩
推箱子和贪吃蛇。
@爆笑小英雄：对俄罗斯方
块情有独钟吧……
@Fighting 果满：滑盖手机在
古墓里信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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