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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演员宋仲基被传将
出演《树大根深》编剧的新作

《阿斯达》，不过宋仲基的经纪
公司对此回应，宋仲基还没有
确定要出演的作品。

宋仲基与宋慧乔结婚后，
享受两人世界，近期都没有出
演新作品。有媒体爆料，宋仲
基将出演古装剧《阿斯达》，这
部《阿斯达》将由《善德女王》、

《树大根深》、《六龙飞天》等古
装剧的编剧金英贤与朴尚延
与《善良的男人》等剧的导演
金振元携手打造。

对于此消息，宋仲基的经
纪公司表示宋仲基目前接到
了多部作品的邀请，不过他还
没确定要出演哪一部。

吕东垠

宋仲基婚后
新作未确定

凭借《同床异梦2》在韩国
享有极高人气的中国演员于
晓光将客串出演韩国tvN电视
台新周一周二剧《想要停止的
瞬间：About Time》。

该剧剧组透露，于晓光近
日已确定出演该剧，他将饰演
剧中从中国到韩国来考察的
某中国财团继承人。于晓光与
韩国女演员秋瓷炫结婚后，出
演韩国综艺节目大火。他在接
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
平时很喜欢韩国电影和电视
剧，一直希望有机会出演韩国
的影视作品，这次很高兴能客
串出演，也希望今后如果有机
会能够出演更多韩国作品。

《想要停止的瞬间：About
Time》讲述了能够看到他人和
自己剩余寿命的女主人公与
能够将寿命倒计时停止的男
人相遇而发生的故事，将于今
年5月开播。 西米

演员于晓光
客串韩国电视剧

由王宛平编剧，金晔执导，
杨子姗、郑恺、张国立、江珊、田
雷、钟楚曦、周宸佳、逯子、王
森、高晓菲、刘立领衔主演的大
型都市情感剧《好久不见》将于
3月26日正式登陆北京卫视和
东方卫视全国首播。

《好久不见》主要讲述了即
将大学毕业的花朵朵（杨子姗
饰）巧遇房地产商之子贺言（郑
恺饰），二人不打不相识，成为
欢喜冤家。虽然家境悬殊，但在
逐步加深沟通了解后，二人发
现彼此价值观相近，思想高度
一致，随即成为创业路上的伙
伴和情侣，他们所面临的是该
如何打破“门不当户不对”的爱
情壁垒。贺言的父母贺文华（张
国立饰）与叶琳娜（江珊饰）是
一对结婚二十年的夫妻，同样
面临不同家境的二人当初因爱
情而结合，但在时间的流逝中，
逐渐缺乏情感交流，一次诱惑
让潜伏在他们婚姻中的危机与
矛盾一触即发。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该剧
主演的杨子姗与郑恺已是三度
合作，默契十足的二人将在剧
中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早已令
人期待不已。张国立与江珊两
位戏骨则是首次携手。 刘琪

杨子珊郑恺
触动都市温情

今年将满18岁，但已经入行
7年，影视作品多达25部，正在湖
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老男孩》
藏着这样一名“老”男孩，此处
说的正是胡先煦，剧中萧晗的
扮演者。不少观众对这张脸可
能不陌生，因为早前《小别离》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等剧中都
有他的身影。也正因为这些作
品和角色，小小年纪的他就被
贴上了“小童星”“老戏骨”“国
民儿子”等标签。

与影帝刘烨对戏不怯场

《老男孩》讲述的是潇洒不
羁的民航机长吴争（刘烨饰）年
至不惑，因为“从天而降”的儿子
萧晗，成长改变的故事。父子相
处是该剧的一大看点。第一次和
刘烨搭档就演父子，胡先煦也坦
诚，还没接触之前确实有些紧
张，“影帝嘛，他的工作状态是怎
样的，私底下是怎样的，没有见
到他之前蛮紧张的。”但在剧集
开拍前的剧本会上，两人见了第
一面后，就迅速熟起来。而建立
两人之间联系的居然是游戏，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加了
微信，约打了一盘王者荣耀（游
戏）。联络了一波感情后，发现烨
哥人也挺好的。”休息的时候一
起“搓一盘游戏”，现场拍摄的时
候，胡先煦则透露刘烨经常指导
自己，让他受益匪浅，“比如他可
能会觉得我的节奏不太对，就会

跟我讲。也会跟我说，将来如果
考上中戏，要专门集中地学习哪
个部分，是我现在所欠缺的。这
些前辈的建议，对我来说都是挺
有用的。”

雷佳音在剧中饰演的史非，
是萧晗的“代理爸爸”，两人的对
手戏也有不少。胡先煦则表示两
人有几次临场发挥，比如剧集后
期有一场吴争要向林小欧（林依
晨饰）献殷勤的戏，作为吃瓜群
众的胡先煦和雷佳音就即兴编
了一些现场词。

叛逆少年并非本色出演

从《小别离》的张小宇到《老
男孩》的萧晗，有观众调侃道胡
先煦“怎么每次都演这类爹不管
娘不爱的角色……”不过在他自
己看来，张小宇和萧晗“并不是
很像”，“小宇最起码还有个爹，
还有姥姥姥爷撑腰。萧晗是爹妈
都没，什么都没有。”萧晗从开篇

的衣食无忧、养尊处优的小少
爷，到妈妈去世、养父抛弃，一开
始不被生父接受，人物命运转
折、情绪也相应地更为丰富。

而11岁就开始入行出道，也
让他的青春期没有机会叛逆。当
然，这主要还是得归功于他的家
庭教育，“主要是逆不过家里。我
爸妈是那种，不跟你吵，就拉把
小凳子跟你聊，你要是有什么不
明白，就跟你探讨。一下跟你探
讨3小时，什么脾气也给你磨没
了。我爸妈的方式就是一直跟你
聊，把你都给疏通开了，就没什
么可以叛逆的。”

“老戏骨”出道已7年

2000年出生的胡先煦，2009
年参加央视综艺《非常6+1》，初
涉荧屏，“当时天津有海选，那
会我学过快板，也参加过当地
的一些节目。就想参加海选，没
想到最后上了。”这个契机让9

岁的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
于2011年开始接触演戏，进军银
幕，“小时候学曲艺、快板，也是
觉得挺好玩的。但后来我发现
我不是对这方面有兴趣，我是有
很强的表演欲。家里人也逐渐发
现我对表演的喜欢是发自内心
的，所以就一步步地往这个方向
走。拿到过一些角色就一发不可
收拾，开始演了。”

至今出道7年，作品多达25
部。胡先煦也有了自己的代表
角色，其中除了《小别离》的张
小宇，早前播出的《琅琊榜之风
起长林》中，他扮演的小皇帝萧
元时，也用实力说话，让人眼前
一亮。

代表作一个接一个，人气也
渐涨，不过胡先煦对自己的定位
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真没
觉得自己有童星光环,可能最近
拍的几部作品大家比较喜欢，并
不代表什么。” 据《信息时报》

太惨了！周渝民掉进古装偶像剧的“坑”！
热播古装偶像剧《烈火如

歌》和刚结局的《柜中美人》都改
编自热门网络小说，男主角都是
周渝民（仔仔）。出道近20年，周
渝民难得出演古装偶像剧，而且
一演就是两部，难免被放在一起
比较。目前看来，两部剧的口碑
均不理想，有观众评价道：“《柜
中美人》剧情低幼、台词尴尬，只
有男女主角的颜能看；《烈火如
歌》剧情虐心，演员演技在线，但
男女主角的造型太辣眼！”

《烈火如歌》

造型辣眼，演技获赞

《烈火如歌》改编自明晓溪
同名小说，讲述烈火山庄继承人
烈如歌同高深莫测的银雪、沉默
寡言的战枫和冷静睿智的玉自
寒之间的爱恨情仇。小说情节曲
折，文笔清新，人物鲜明，深受网
友追捧。不同于以往偶像剧，
周渝民塑造的银雪是一个
又娘又侠的“天下第一美
人”，坐下必跷二郎腿，双
手扶着膝盖，看着心爱的人
就会眼带笑意，宠爱之情隔着屏
幕都能直击人心。

角色设定固然讨喜，但不少

粉丝不能接受周渝民的扮相：紧
贴头皮的假发套是“罪魁祸首”，
脸大、脸肿、脸长等不上镜的因
素凸显无遗。女主角迪丽热巴也
没能幸免，顶着周渝民同款“提
升发际线”头套，穿着款式基本
不变、颜色始终如一的衣服。

好在《烈火如歌》让周渝民
的 演 技 得 以 发
挥，仔仔靠演技
圈粉不少。有一
场戏，如歌因为
玉自寒发病去
找银雪对峙，
银雪吃醋又
心 疼 ，最
后 决 定
自 我

牺 牲 ，还 要 假 装 没 事 安 慰 如
歌……周渝民将银雪的一系列
心理转变展露无遗，情绪过渡自
然，眼神里都是戏。精湛的演技
收获了弹幕刷屏好评。

在之前的剧集里，因为造型
丑一直被网友嫌弃的银雪有了
新身份——— 皇帝的旧友雪衣王。

雪衣王的新造型颇为惊艳，
一身白色绸缎长袍加身，

超大帽子盖住贴头皮
的发髻，露出轮廓分

明的侧脸，不禁令
人感叹：《流星

花 园 》里 的
“白月光”

又 回 来
了！可

惜的是，银雪却在15集就“领了
盒饭”，情节虐心令不少粉丝直
呼不舍。

《柜中美人》

赢了造型，输了剧情

《柜中美人》根据热门网络
小说《胭脂醉》改编，讲述了无忧
无虑的黄鼬精黄轻风和九尾狐
胡飞鸾因偷食“魅果”而卷入狐
族与皇室恩怨的故事。相比之
下，周渝民在《柜中美人》中的
造型明显更帅。首次扮演皇帝
角色，周渝民拿捏有度，既有不
怒自威的气场，又有对心上人
的宠溺。最惹眼的还是颜值，年
近不惑的周渝民褪去了曾经的
青涩，多了几分成熟气质，完全
撑得起帝王角色。该剧的女演员
也很美，九尾狐的扮演者陈瑶成
了不少网友追剧的最大动力。

称赞人美服装美的同
时，网友对该剧的剧情、

特效等则是差评迭起，
“剧情低幼、台词尴尬，

强行幽默的情节太让人出
戏”“以前总说五毛特效，《柜

中美人》大概只花了一毛”。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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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烈火火如如歌歌》》周周渝渝民民热热巴巴成成情情侣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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