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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诞生》

让她成为热搜常客

在担任《演员的诞生》导师
之前，章子怡并不是微博热搜的
常客，但是在首期节目播出后，
章子怡就成为了微博热搜的常
客，对刘烨叫板扔鞋，跟郑爽谈
演技讲信任感，和刘芸合作用演
技吊打她，章子怡用自己的举动
告诉世人，什么是演员的尊严与
素养，什么是对专业的高要求。

对于专业，章子怡很认真，
《演员的诞生》中她和刘芸比拼
的《青蛇》拍了十几个小时，节目
总导演吴彤回忆时表示：“当时
(为拍这个戏)熬大夜熬得团队眼
睛都木了”。周一围参加《演员的
诞生》火了，他和章子怡重演《胭
脂扣》的片段让人看得大呼过
瘾，章子怡为此打电话找著名服
装设计张叔平借来了几套华美
的旗袍，还请来了曾与她合作

《茉莉花开》的导演侯咏掌镜，让
画面唯美动人又凄婉十足。最
终，这个片段不仅赢得了现场导
师和观众的称赞，更在随后登上
了微博热搜，被网友赞不绝口。

除了专业态度，章子怡也有
故事。在《演员的诞生》节目上，
当聊到演员拍戏应该“真打还是
假打”的话题时，章子怡坦言应
该“真打”，同时回忆起《艺伎回
忆录》中被师姐巩俐扇巴掌的一
场戏，这场戏拍了至少七八条，

“大嘴巴直接呼在脸上”。章子怡
回家卸完妆以后发现，脸上甚
至还留有手印。还有她在《十
面埋伏》中吊威亚吊太久，导

致大腿韧带拉伤，永久性撕裂，
这些为了拍戏留下的伤痕都是
见证她一步步走来的功勋，相比
其他流量明星拍戏受点小伤就
要发通稿被观众所不齿，章子怡
这些“诉苦”迎来的却是观众的
感动与赞赏，因为她的成就足够
证明自己。

《无问西东》

拍完 5 年后终上映

在章子怡拍摄的电影中，有
一部很特殊，2012年就拍摄完
毕，但直到最近才宣布定
档2018年1月12日，这
部电影就是《无问西
东》。《无问西东》讲述
了吴岭澜、沈光耀、王敏
佳、陈鹏、张果果几个年
轻人，在四个不同时空
里的青春史，民国、抗
战、解放初期、现代，四
段时间线，串起了近代
中国的百年变革。此
外，该片演员阵容非
常强大，张震，章子
怡，黄晓明，王力

宏，陈楚生，个个都是大腕。
但从2011年宣布计划，2012

年冬季开机，直到宣布发行，《无
问西东》几度延期……本来是要
赶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映，但
是中间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拖到
现在才宣布定档。

接受采访时，章子怡表示，
拍《无问西东》时，她还没有结
婚：“我有时候会说，一个演员的
生命和一个角色的生命在某一
个时刻是要会合的，就像两个轨
道并轨时总会有个瞬间，如果

你在创作的过程中找到
这个东西，那这个人
物就对了。在《无问
西东》中，光辫子我

就试了无数种，服装也
是，都在帮助演员去打
造出人物的样子。如果
你的型有了，剩下就靠
魂，靠演员的理解来
给予它。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戏不用演，以
你对它最真挚的情
感，最真诚的理解，
最真诚的表达就
足够了，那时候
你的泪水流出

来 观 众 也 会
感动的。”

有野心反被夸

章子怡再度翻红

前些年，章子怡这种将野心
写在脸上的女明星还不被人所
尊重，但是这几年，社会环境变
了，观众开始接受“国际章”、“范
爷”等这种野心勃勃的人设了。

这次对章子怡的褒奖声音，
背后蕴含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女
性可以依靠工作能力获得赞赏，
这种赞赏的覆盖面很广，广到可
以盖住他们的婚姻状况。婚姻不
再成为判断女性是否成功的首
要标准，甚至不列入社会对女性
考核的标准范围内，女性慢慢开
始享有和男人一样的评价标准
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女主的
戏会越来越火。

像章子怡这么一个总是展
现自己野心的女人曾经并不是
很受待见，尽管她在电影圈拥有
很高的地位，外界对她的评论依
然不怎么样。然而从《演员的诞
生》开始大家对这个野心勃勃的
女人有了改观，也许是看多了娱
乐圈的虚伪，观众开始更喜欢像
她这样虽然有棱角但是真实的
人，最重要的是，她有很强的工
作能力，这是有目共睹的。

章子怡凭借自己的努力和
演技在事业上闯出一片天，在今
天没有人会指责她的“野心”，反
而会称赞她的努力和对待专业
的态度。章子怡翻红的背后，既
是对娱乐圈流量演员的一次敲
打，也是社会对女性关注从家庭
转移到工作的有力证明。

本报综合

12 月 12 日 12 点 12 分，颖
儿微博发文“感谢宝贝的到
来，今年最好的生日礼物”公
布怀孕喜讯，随后付辛博立即
转发“生日快乐，从今天起我
有两个宝贝啦”，两人将迎来
爱情的结晶。据了解，颖儿与
付辛博已经低调领证。而当天
正是颖儿的 29 岁生日，看来这
时候公布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今年 8 月，传了近两年绯
闻的付辛博和颖儿终于公开
承认恋情。付辛博发文写道：

“我把我们交给时间，我把自
己交给你……”并附上两人拥
抱的背影照片。颖儿随后转
发：“有你真好”，非常甜蜜。

8 月 30 日，网曝付辛博与
颖儿现身西安民政局领证，当
天西安下着毛毛细雨，两人共
撑一把伞，口罩遮面打扮相当
低调，二人同家人一起来到婚
姻登记处办理相关手续。从曝
光的照片来看，颖儿身着宽松
运动衣，而之前也有传言称颖
儿已经怀孕，但后来两人并不
急于回应。12 日，颖儿在微博
亲自公布怀孕消息，得到粉丝
们的祝福。 南音

颖儿微博宣布怀孕

马蓉转移财产？
近日，有网友爆料出马蓉

最近的生活视频，视频中，马
蓉与母亲去银行存钱，随后去
学校接两个儿女去游乐场玩
耍，但全程多是马蓉妈妈在陪
伴，马蓉仅在孩子身后略作停
留并无交流，然后转身离开。

有网友拍到马蓉手提奢
侈品包去银行存钱，她不时望
向窗外，十分谨慎地掏出一沓
钱存进了银行，疑似向自己银
行卡里转账。数十分钟后，马
蓉与母亲又来到一所幼儿园，
接两个孩子到游乐场玩，全程
都是马蓉妈妈行动，马蓉留在
车里。最后把儿女接回车上。
网友表示：“马蓉这是给自己
转移财产？马蓉似乎过得还不
错啊，没太受影响。” 新阳

12 月 11 日晚，奚梦瑶、吴
莫愁、龚琳娜、许鞍华、惠若
琪、“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卢光
秀、刘震云、吴尊等出席在北
京举办的某活动。

奚梦瑶在舞台上被主持
人问及“事故”后最想对粉丝
说的话是什么？奚梦瑶微笑回
应：“年轻就是在成长的路上，
成长需要时间，会面临不同的
困境，会有痛感，遭受挫折，但
最重要的就是用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拥抱成长的自己，让
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感谢大
家当时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成
长的路上难免会跌倒，赶快爬
起来整理好心情，我会用更好
的自己来回报你们。” 李君羡

奚梦瑶回应摔跤
感谢粉丝鼓励

有时候，闯娱乐圈只消一个“狠”字
15 岁触电，19 岁扬名，20

岁蜚声好莱坞的章子怡，国内外
影后拿到手软，在明星人设如山
倒的今天，她无疑是近十年唯一
能够独步世界影坛的中国影星。
但在很多人眼里，她是个运气可
疑的得志小人，讨不了习惯仙女
人设的看官欢心。

实际上，正因为章子怡始终
不掩饰自己是个普通人，从不遮
盖自己的意欲，又坦然地追逐世
俗的快乐，才能在大银幕上演绎
人间冷暖，活得像个真实的人。
后来人把章子怡在中戏的表现
归结为其野心的萌芽，其实她当
时真是急切地需要获得什么人
的承认，找个容身之所。退学的
念头被并不宽裕的家境打消了，
摆在眼前的也就只有这条路。一
年级的章子怡，面对偌大的舞台
和台下苛刻的审视，紧张得两腿

打哆嗦，在台上哭出了声；而次
年汇报演出上的章子怡，扮演情
绪激动的农妇，一手撞烂玻璃，
压着大动脉也没出戏。那道疤至
今还躺在她的掌心。当年瘦小的
章子怡还没有展现出日后震撼
西方世界的东方魅力，在不缺美
人的班级里不过样貌平平。最令
人过目不忘的莫过于大部分女
孩身上没有的“狠劲”。

1997 年春章子怡参加某个
洗发水广告甄选，给导演张艺谋
留下了模糊的印象。投拍《我的
父亲母亲》的时候，张艺谋想起
了这个朴素、灵气的少女。章子
怡给乡下的农家任劳任怨煎了
两个月的油饼，又失了不知多少
眠，才获准进了组。多年后张艺
谋回忆章子怡，用“进取心极强”
形容她抓住机会的能力。而“招
娣”背后这个十九岁的少女，为

了跨过好莱坞的龙门，在星光大
道上撒开了脚丫子不要命地狂
奔。曾经还有人貌似洞若观火地
评价道，所谓“国际章”，不过也
就是运气好。

但一次两次的成功当然可
以归结为机遇，三次四次便是实
力。舒淇当年推掉《卧虎藏龙》，
因为对饰演玉娇龙一角所需的
训练犯怵了。“当我后来看着章
子怡的出色表演时，我知道她投
入了多少，这是我所不能做到
的。”章子怡孤身来到剧组，满心
满眼只有一个念头，“导演选我
了，我别让他失望”，“我要证明
我是对的人”。李安锱铢必较，而
章子怡攒着一股戾气，拼了命想
让自己的表演够得上他一个认
可的拥抱，和杨紫琼替身对打的
时候连指甲盖都被掀飞了，只能
插在冬天的冰雪里止痛。

章子怡当年身上挂过的任
何一条威亚都是实打实的，加起
来足以压得今天小花野草抬不
起头。当年招娣跑得大腿拉伤，
玉娇龙从竹林高处坠落，《十面
埋伏》里的小妹要被威亚吊着保
持漂亮姿态，最后留下韧带的永
久性损伤。

很多人不喜欢章子怡。她挑
选的角色都骄横狠辣、个性倔
强，银幕上章子怡先于行动透露
出气质上的蓬勃野心与狠劲，更
让人觉得“攻击性太强”，中外眼
光的两极分化，并非无由而出。
多年后，章子怡用“宫二”真正告
别了自己的武打戏生涯，这是后
话。刀光剑影依旧在，胸中丘壑
已不同。当年行走好莱坞江湖的
玉娇龙戾气四溅，而宫二多看了
十年的潮起潮落，已是至尊至
强，此时无声胜有声。 寂然

娱·论

章子怡：“野心”让她重回巅峰
2017年之前，章子怡在观众心中是“国际影星”，给人一种距

离感。在与汪峰结婚后，章子怡变得柔软，接地气的晒娃更为她
赢得不少好感。今年年末，《演员的诞生》让章子怡重新回到大众
视野，她在节目中展现出的专业态度，彻底让人对她“路转粉”。
而章子怡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宣布定档明年初。2017年末，章
子怡迎来了自己人气与事业的再度爆发。

章章子子怡怡的的““野野心心””不不再再是是贬贬义义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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