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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嘉玲监制及主演的新
戏《以青春的名义》将上映，受
访谈到戏中丈夫谢君豪有外
遇，刘嘉玲知道后也发展师生
恋作慰藉，她表示不知道遇到
这情况会怎样，在其感情世界
也有很多个阶段：“青春时期
我也会有猜忌、妒忌和愤怒，
打架我都试过，但慢慢成长觉
得什么都可以坐下来慢慢谈，
是看双方有没有这个心去珍
惜这段感情，对方有没有诚实
去面对，这才最重要！”

片中刘嘉玲并没有喜欢
自己16岁的学生吴肇轩，但对
方却爱上了她。对于师生恋，
刘嘉玲表示每个人都应该会
遇到过，只是道德上未成年是
不可为的。 苗菲

刘嘉玲谈出轨：
可以坐下来谈

明星黎明最近疑被盗用
肖像为一个中药增发产品宣
传，黎明所属的公司通过社交
网发出“严正声明”，强调黎明
没有为任何增发产品宣传或
代言，以正视听，并保留追究
一切的权利，声明中表示：“这
几天在网上流传一则中药增
发的产品帖子，讹称我司艺人
黎明先生曾为脱发而烦恼，并
说经名医介绍下使用生发皂
增发，以非技术手段借黎明先
生的名字和肖像为该类产品
宣传。我司在此发出严正声
明，该帖子中有关黎明先生的
内容全属无有中生有，绝无此
事。我司从没有安排黎明先生
也没有为任何增发产品宣传
或代言。”

黎明经纪人公司宣传人
员接受访问时，表示近日发现
此中药增发帖子，并表示黎明
没有接受中药增发治疗。问到
黎明可知道此事？宣传人员
称：“黎明先生知道。（可有生
气被指有脱发问题？）他没生
气，他的头发真的很茂盛，只
是想提醒他们不要相信这些
所谓的神迹。” 张清

黎明肖像
被增发广告盗用

1月9日，由顾长卫执导，白
客、蓝盈莹、张海宇、周楚濋、
曹骏等主演，范明、蒋雯丽特
别出演的电影《遇见你真好》
召开发布会，正式宣布影片定
档2018大年初一。

摄影师出身的顾长卫转
型导演后执导了《孔雀》、《立
春》、《最爱》。此次的《遇见你
真好》是一部青春爱情轻喜
剧，在谈到电影风格的转变
时，顾长卫直言：“无论是做摄
影师，还是做导演，我自始至
终都是怀着真情实感去面对
观众，由衷地拍一个能让自己
感慨和动心的故事，从来没变
过。因此也没什么风格的转
变。”发布会现场，蒋雯丽作为
特别出演被顾长卫邀到台上，
而向来讷言含蓄的导演主动
表示歉意：“感谢雯丽老师，又
演了个颇有挑战的角色，每次
都来支持我，每次都义无反
顾。”说到动情处，还现场直接
表白”遇见你真好”。 何小沁

顾长卫甜蜜
告白蒋雯丽

“歪瓜裂枣”高玉林：

群演也是高智商的活儿

身高:175cm
体重:50公斤
籍贯：内蒙古根河市
年龄：45
毕业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艺
术学院戏剧系表演专业
参演剧目：《亮剑2》、《革命者》、

《天下无盗》、《电击七日》、《铁

在烧》
干我们这行的，就是一个高

智商的活儿。
我本来是文艺兵，刚开始演

的也是正剧，后来逐渐就变成了
歪瓜裂枣。真的，因为这个社会
不问你学习，不问你学校，他只
看一个搞笑性，就像赵本山一
样……后来，我一看，我有这个
方面的特点，我为什么老演正剧
呢？我正也正不过陈道明，后来

演一次汉奸，就找到感觉了，所
以我就转向了歪瓜裂枣。

转型转了有三四年了吧。以
前我演过什么村长、刑警队长、
连长、军长，纪检委书记……转
型以后就演人渣、痞子、无赖、变
态的，啥坏的演啥，还演黑社会
老大。

我在《亮剑2》里演过土匪。
有一场戏，“老子毙了你”，一摸
没有枪，我怎么办？变成拍桌子
了。一点都不能有闪，闪一点这
场戏就掉了。所以这是一个高智
商的游戏，一定要狠、准、稳。

去见剧组，门上贴了有微信
的，我就先加完再敲门。一进门
之后，他说我这里有一个角色，
你加我一下微信，我说我已经加
过了，他一看觉得这个人很会提
前，就给他一种好感，觉得这个
人很灵。出其不意，才能制胜。你
要是一拨拉才转，他也不喜欢。
演员嘛，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灵
气，灵气没有固定的表达方法。

在北京我的片酬一般就是
一天3000，出外就是6000。我们不
喜欢横店那个地方。为什么不喜
欢呢？他们都是边角料，他们所
演的角色都是没有一点挑战性
的，我们在北京面临的都是一些
挑战性的。那边价格低，但这个
门槛很难上，一分价钱一分货。
你三千就有三千块钱的戏，绝对
跟三百块演得不一样。不管是声
台形表，还是台词处理上，二度
创作上都不一样。

我孩子20多岁了，在东北
呢。12岁的时候，妻子不理解，就
走了。你可能要说，既然这样，你
们发展这么久，也没有什么成
色。的确很难，机会人人需要，但
是机会不一定人人都能得到，所
以即使再难，我们也会坚持。为
什么呢？因为总感觉有一天会像
李明启、张少华等一些老艺术
家，他们有落日余晖。我也希望
能有落日余晖，演了一辈子戏，
人家能记住我。

巨人、胖子、汉奸……

特型演员的“非正常”世界
一直演反派的高玉林已经脱离了“横漂”“群演”这种最底层，然而距离男N号女N号，又隔着天堑

般不可逾越的距离。付小群拥有不可取代的优势——— 2 . 1米的身高，虽然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不用台词
的僵尸、狼人、生化人……他们都在同一个群里：特型演员群。付小群给我们了描述这个群聚会的情
形，“群魔乱舞”。这里面有大个子巨人、袖珍侏儒、身型特别胖的，还有脑袋特别尖的“和尚”、整个头像
被砸进去一拳的。这里是三个特型演员讲诉的故事。三个，关于热爱、幸运、奉献、迷茫的故事。

“沈殿霞”燕林：

有人能看见我，就会很开心

身高:170cm
体重:119公斤
籍贯:四川巴中
年龄:29岁
参演剧目:《美人鱼》、《捉妖记》、

《女人帮》及“腮红姐”搞笑视频
2012年的样子，我去洗照

片。碰到一个女的说我很像沈殿
霞，因为我也戴着眼镜，沈殿霞
戴眼镜吗？我不太知道她有没有
眼镜。我当时遇到一些事，想要
走出来，他们介绍我去拍戏，我
就去拍戏了。

那个剧情是他们把一个负
心男绑到床板上，找一个胖女孩
骑着他。我当时被要求穿了一个
吊带、搭了一个围巾、一个短裤、
黑丝袜、高跟鞋，那个时候我很

腼腆，我做不到，而且很多人看
着，应采儿还教我怎么去扮妩
媚。我很紧张，我那时候真不知
道啥是妩媚，特别尴尬。

好像拍了好多条才过了。后
面我就想，我豁出去了。那是我
第一次拍戏，我没把握好，播出
里只呈现了很少的部分，本来可
以更多一些的。

我现在蛮胖的，238斤。但我
小时候属于不胖也不瘦的类型，
是后来慢慢发福的。你知道吗？
刚来北京，我连租房子都不懂，
完全不懂什么叫租房子。我记得
火车票160多吧，我身上一共200
多块钱，还得在火车上吃点东
西，20多小时，我应该还买了一
双鞋。而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北
京冷，我穿的特别单薄，那时候
不是流行F4穿的大喇叭裤吗？11
月份，我就穿了那个。那时候我

也不做饭，就买五毛钱的方便面
吃。有时候也买馒头，馒头便宜，
一块钱四个，就着开水吃。

其他的我也想过，去做减肥
的、去做美容的啥的。但我身边
的朋友劝我，其实你好好利用下

（“胖”），也挺好的。
我现在对这个圈子不太懂，

不太知道怎么去找到戏拍。但会
去找以前比较熟的人，求他们帮
帮忙。特型演员里，胖胖的女生
好像很多，我看到的就有很多。
最近我演了《捉妖记》，他们需要
胖的，就特型嘛，整个村都是胖
的妖怪。当时他们给我弄了好多
次，太白了，然后弄黑；一拍还是
太白了，再弄黑。两天半，赚了三
千。也参加了一个，什么节目来
着，模仿沈殿霞。很多人跟我说
过我像沈殿霞，说我是那种可爱
型的，开心果。

你知道我有一种什
么想法吗？如果我
上了电视，拍了
戏 ，就 算 我 没
了 ，也 会 很 开
心。就是只要有
人能看见我，就
会很开心。有的
时 候 自 己 傻
笑傻笑的。

“小巨人”付小群：

以前老自卑，现在不会了

身高:210cm
体重:134公斤
籍贯:河南驻马店

年龄:36 岁
参演剧目 :《2013新警察故事》、

《超级武神》系列电影、《上古传
说僵尸传》、《疯狂妖计划》

我以前特别害羞，别人要
跟我照相，我从来不和人照，
是朋友我才照。平日里我也不
爱出门，深圳本来那边个儿都
不高，大家看我，跟看大猩猩
似的，其实我也知道，一出门
大家都在看我。

什么都得尝试，我开始觉得
拍电影挺有意思。我在戏里被打
死了，拍完了，没走，留下来和人
聊聊天，好多没戏的都往那里一
坐，听人一讲，挺好玩的。后来又
让我去，慢慢接触了不少人，就
开始往外接戏。

我喜欢电影。啪，站起来就
把谁谁谁打死了，你搁现实生活
里，有这样的吗？打个人啪打死
了，那不犯法吗？警察不得抓我

吗？还有动不动就去抱一个女
的，人家谁愿意？让人家老公看
见还不吃醋是不是？

我的第一部戏叫做《超级武
神》，我演的是一个枪神，是一个
坏人。《狼族觉醒之夜狼》里，我
演一个狼人，是一个坏狼，后来
叫主演给打倒了。《上古传说》我
演一个僵尸，光会咬人。《阿修
罗》里是一个将军，也是个坏将
军……我都拍了十部戏了，没演
过好人，都是演的坏人。别人觉
得我演不了正派，本来长得就吓
人，怎么能去演好人呢？

片酬肯定的，一部比一部高
了，低于 3000 的一般不会去了。
如果不露脸，啥也不露，没意思，
3000也不会去。

最高的也有过一万一天的，
就是《阿修罗》，大制作，1 . 5亿美
金的投资。

我自己不想老演坏人，坏人

挨骂，我想尝试尝试，演正面是
什么样的感觉？我想演一部好一
点的，就是大家看了，说这个电
影不错，这个个儿高的演得傻乎
乎地倍儿乐，这个我听了，就心
里满意。所以我自己在做一部
戏，我演好人，叫龙二，我有个女
朋友，个子小小的，非常霸道，老
欺负我。

我兄弟龙大，也是个特型，
个子特别矮，他配一个高个儿女
孩，这个高个儿女孩非常怕他。
是一个搞笑的，我希望能走品质
路线，能在院线上映。为了拍自
己这个戏，我已经推了两部了，
我不想去给别人乱整，我怕耽误
别人事儿，因为我给谁拍戏就负
责到底。

我以前老觉着自卑，现在不
会了，有时候想想个儿高好处还
挺多。

据腾讯网

高高玉玉林林（（右右））与与同同伴伴试试戏戏

燕燕林林希希望望被被记记住住

付付小小群群在在片片场场上上妆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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