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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冰冰弟弟出道 誓要超过姐姐

浙江卫视《高能少年团》第
二季一直受到大众的广泛关
注，网上有关节目录制的消息
更是络绎不绝。而近日，浙江卫
视《高能少年团》第二季首版主
海报公布，王俊凯、董子健、杨
紫、张一山、王大陆统一身穿西
装，英姿勃发、青春洋溢。而根
据海报中透露的信息，《高能少
年团》第二季将在二季度每周
六晚正式与观众见面。

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王
俊凯、董子健、张一山、王大陆
四位固定阵容，本季唯一常驻
女嘉宾杨紫的加入引发不少期
待，此前杨紫作为飞行嘉宾参
加第一季《高能少年团》，给不
少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她与张
一山“相爱相杀”的友情更一直
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马华

《高能少年团》
第二季将开播

高冷的天后王菲一直未参
加任何综艺节目，近几年更是
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日前，就
有知情人在朋友圈爆料，某卫
视要为王菲量身打造一档节
目，而且就以 2017 年的“幻乐
一场”主题来定义新节目。

据透露，节目将请来 10 组
顶级的艺人和导演来组成“幻
乐拍档”，而王菲将作为主持人
带着观众一起进行这 12 期大
比拼。据透露，节目初步拟定的
邀请对象不仅有在综艺界十分
活跃的实力演员邓超，还有王
菲的好友陈奕迅以及她的头号
粉丝窦靖童，万人男神彭于晏
与靳东，甚至可能还会请到印
度著名的影星阿米尔汗。

虽然目前节目还未得到证
实，光是看着阵容就已经让人
感到万分期待，加上一向神秘
的王菲将全程参与到节目中，
期间和嘉宾撞出的火花怕是能
在网上掀起超高热度。 刘琪

王菲“走下神坛”
要上综艺节目？

高龄产妇李某因胎盘长在
了前一次剖宫产的瘢痕上，在
剖腹产过程中，产妇大出血、未
足月的孩子出生后却久久没有
呼吸；一岁半的小朋友因为脑
里长了一个九厘米的大肿瘤，
生命危在旦夕……观察式医疗
纪实节目《生机无限》首期节目
中的生死悬念让人揪心。

这档节目于 4 月 2 日起，
每周一至周四 19：30 在湖南卫
视播出。节目用 101 个固定摄
像头、24 小时不间断拍摄，直
击医院一线，为观众呈现真实
的医疗环境，全方位、多角度解
读医患关系。

这档节目的制作方恒顿传
媒以医疗纪实类节目见长，先
后制作发行过以《来吧！孩子》、

《急诊室故事》第一、二季，并且
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前两档
节目相比，《生机无限》选取了
三个医院，聚焦产科、儿科、急
诊科三个群体，用镜头真实记
录中国人的全生命周期。与此
同时，节目中也会出现多种人
物角色之间的相处，展现病患
与医生、病患家属与医生、医生
与医生等人生百态。 小宗

《生机无限》揭秘
医生真实工作环境

在娱乐圈，韩雪不是一个强势的存在，你很难在这个歌舞升平、花花绿绿的名利场中时刻见到她的身
影及消息。她演过的作品不少，但也一下找不到哪一部带有她强烈的个人印迹。去年，她凭借拆手机、修手
表等科技技能走红网络。在近期开播的浙江卫视综艺节目《女人有话说》中，又因“早上八点起床”“一天只
吃两顿饭”等严格的生活作息，不仅让节目中其他两位女明星感到不适应，众多网友也自叹不如。

韩雪：娱乐圈“宅女”挺另类

极度自律吃饭都有限制

在《女人有话说》中，节目组
需要两位主持人谢依霖和奚梦瑶
入住“飞行嘉宾”韩雪家，同住三
天两夜，过一段彻底的集体生活。

节目中，谢依霖、奚梦瑶需要
严格按照韩雪的作息生活：早上
八点多起床，五分钟化妆，每天晚
上六点前必须吃完晚饭，而且一
天只吃两顿饭。拍摄前，韩雪便开
始担心“舍友”们很难适应这种作
息。因此在这三天，她通常会在自
己起床后再想方设法叫“舍友”们
起床；食物虽以简餐为主，但她还
是会在冰箱里准备很多零食，“我
不会不近情理地不让客人吃饭，
所以有时她们饿了去吃蛋糕，我
也没有特别阻拦。”节目播出后，
观众纷纷被韩雪自律、高效的生
活所吸引。

荧屏上的韩雪是一个说话柔
声细语、温柔恬静的姑娘，但生活
中的她却是一个效率极高的人。
高效、训练有素的生活习惯很大
程度源自韩雪的家庭教育。韩雪
成长于苏州的一个部队大院，从
小过着极为规律的生活。部队家
庭生活一板一眼，甚至有点教条，
小时候韩雪的奶奶给大家一人发

一个小盘分餐，多一块东西都没
有。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让韩雪
成了一个守时守规矩、靠谱负责
任的人。

很少去娱乐圈饭局

在娱乐圈多年，韩雪以“零绯
闻”著称。因为她从不找圈内人谈
恋爱。而且也不喜欢秀恩爱。她另
一个显著的标签却是“神秘的家
庭背景”。而“验证”这条传闻的则
是韩雪从2007年到2017年间，四次
登上央视春晚的历程。

韩雪的爷爷是名老红军，爸
爸是工程师，妈妈是军医。提到传
闻，韩雪说，大家都说她资源好，
但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拿到过影视
圈的一类资源，“我所能够挑选的
戏都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除了“上春晚”，韩雪出演的
影视作品大多不是“爆款”，甚至
连一部标志性的代表作也很难脱
口而出。但今年凭借在《声临其
境》中的表现，韩雪却成了大家眼
中的实力派演员。但韩雪也表示，

“我也没想过一定要搞一部多大
的电影，要认识什么大导演，我没
有这种意识。

身在演艺圈，平时演员跟导
演约约饭，参加一些圈子的活动，

是很正常的社交活动，这其中却
看不到韩雪。她说，她有轻微的社
交恐惧症，每次出门前都很紧张，
手机常年是“免打扰”状态。

最喜欢宅在家里

不拍戏的时候，韩雪过着相
当“宅”的生活。和大多数女明星
热衷时尚、美妆不同，她喜欢捣鼓
电子产品。去年的一次视频节目
中，她就展示了如何用一把瑞士
军刀拆开手机并更换破碎屏幕的
技术。

为何喜欢电子产品，要追溯
到韩雪小时候。她爸爸是机电工
程师，小时候总看他画图纸、做电
机。韩雪的妈妈动手能力也很强，
加上家里还有工具房，从小她就
经常到处“搞破坏”。

韩雪说，她痴迷于电子产品
的兴趣点在于，不看说明书研究
功能。有时候买了一个新产品，一
个月后突然捣鼓出一个新功能，
那个过程特别开心。在韩雪看来，
做演员已经为她的人生做了很多
的补充。所以平常生活宅一点也
无所谓，拍戏的时候已经体验了
所有大起大落的情感释放。“如
果你生活中还都这么释放，那
得累死。” 据《新京报》

“范冰冰的弟弟”、“就读昂贵
私立学校”、“被保护的很好”、“蜜
罐儿里长大的孩子”、“清秀”、“也
要进演艺圈了”……两个多月前，

提起范丞丞的名字，还有些神
秘。“行走的表情包”、“行走

的弹幕”……现在你再
输入“范丞丞”三个
字，随手一刷微博，热

评中却都是这般形容了。从
“高冷贵公子”变身为接地气
的新偶像，短短两个月间，这
位少年在综艺节目《偶像练习
生》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范冰冰帮弟弟进娱乐圈

范丞丞坦言，自己十几
岁时，家人送他去英国读书，
妈妈本是希望从小学钢琴的
他能考取当地的音乐学院，
但他并不乐意。之后他疯狂
想去学篮球，于是让妈妈把
自己转到了美国学校。在国
外期间，他闲暇解闷时看了
不少男团演出、视频，从单
纯觉得“台上的人都好帅”
“歌蛮好听的”，于是又想
学唱歌跳舞去当偶像。

家里已有个当艺人的
姐姐，娱乐圈的辛苦残酷她
最清楚。但面对突然想入行
的弟弟，范冰冰未多加劝
说。在她看来，应该让弟弟在

年轻时多一些历练，而按丞丞
的话说：“我姐姐永远觉得是什
么累就让我干什么最好。”之前
在不少工作场合，范冰冰接触
过一些练习生出身的艺人，他
们展现出的质素很让范冰冰

钦佩。所以她认为是可以让弟弟
从练习生做起，去闯一闯。

另据乐华公司老板杜华回
忆，大概在一年半之前，范冰冰致
电给她，表达了弟弟想做练习生
的愿望，问能不能来乐华练习。按
照流程通过了艺能测试、面试后，
范丞丞成为了练习生。

初入公司隐瞒身份

范丞丞正式加盟乐华时，乐
华公司中的朱正廷、Justin 等人
已在公司训练了一段时间。据
Justin 回忆，几个队员中，就属范
丞丞的初亮相带给他的“震撼”
最大：“他那天戴了这么大一个
墨镜！穿的那么酷炫！感觉根本
不是像来练习的！”我们把小贾
的话复述给丞丞听，他有些不好
意思：“唉……因为当时我不太
懂规矩呀。”

初见面就如此“搞事情”，又
是范冰冰的弟弟，范丞丞会不会
被练习生另眼相待？他摇摇头，
表示自己进公司时并没有告知
大家家庭情况，他们之前也都不
知道他是谁：“我就希望以自己
的能力去达到想要的位置吧。”

为了追赶上其他练习生的进
度，他付出了双倍的努力去练

习。在海外练习的一年多里，
他几乎天天要在练习室练上20
多个小时，“就可能从早上九
点然后一直练到第二天的早
上九点。”曾几次在其它兴趣
爱好上半途而废的范丞丞，这
次对于更苦的练习生之路却
显得很执着。

姐姐平时没那么主动热情

《偶像练习生》是范丞丞学成
归国后，第一次以准偶像身份正
式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希望自己
的舞台首秀是争气的。没想到，也
正是因为首次表演，过度紧张，范
丞丞临场忘掉了已经反复练习的
歌词。“当时就觉得救也救不回来
了，贼尴尬，然后就哭了。”

网上热议范丞丞的这场失
误时，其姐姐透过微博力挺弟
弟。实际上，在丞丞整个比赛期
间，无法和弟弟直接联络上的冰
冰一直用自己的方式为他打气，
甚至把个人微博头像都换成了
弟弟。姐姐的鼓励当然让范丞丞
很感动。但范丞丞也爆料：“她

（范冰冰）平时可不这样！她和我
妈，两个女人坐在那里就开始讨
论我，说我最近有什么问题啊，
哪里可以变得更好啊……说着
说着，讨论就变成了俩人一起教
训我了！”

与其说姐姐“巨星光环”会带
来压力，丞丞换角度理解道：“其实
她会是我的一个榜样吧。我就想以
后一定要超过她，一定要挣到比她
更多钱给妈妈。是抱着这样一个想
法的，现在肯定也不能给家里人丢
脸啊，一定要努力。”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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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韩雪雪很很特特立立独独行行

范范丞丞丞丞一一家家

范范丞丞丞丞很很要要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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