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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版《水浒传》来了

“小戏骨”集齐四大名著

4月16日早，编剧于正连发
四条微博，称自己和自家艺人
被人造谣、诋毁和诽谤，并坚
决表示以后再也不会仁慈，

“看到一个就告一个，绝不姑
息。”据悉，此事件与其制作的
电视剧《凤囚凰》有关，该剧从
16 集后女主角关晓彤的戏份
大量减少，而女配角霍璇（由
于正工作室艺人白鹿饰演）则
成功“上位”，占据大量戏份，
引发关晓彤粉丝集体不满，认
为是于正有意偏袒。

但这几条微博发出后，似
乎并没震慑住情绪激动的粉
丝，他们纷纷在微博底下继续
与于正对抗，表示《凤囚凰》还
没播的时候，所有的锅都让关
晓彤背了，但剧播出来后，她
的戏份就没了。“好好的一出
男女主该唱主角的戏，为什么
活生生在 16 集以后变成了配
角？后面的三十多集一直都是
在友情出演，一集出现不了几
分钟。”网友吐槽道，“很多时
候两人的戏份还不如配角和
小丫头，和打酱油的差不多！”

罗罗

于正自称遭诽谤
反被网友骂

4 月 10 日，民国时装剧《南
烟斋笔录》在横店举行媒体探
班。“南烟斋”里，主演刘亦菲、井
柏然、赵立新、刘敏涛、张含韵等
悉数到场。当主持人问他们在这
部剧中，谁被虐得最惨时，几位

演员竟然在现场比起惨来……

井柏然要演爱国青年

《南烟斋笔录》改编自同名
人气漫画，以民国一间香薰铺子
南烟斋为背景，讲述了拥有特殊
能力的老板娘陆曼笙为陷入困
境的人们排忧解难的故事。剧
中，陆曼笙和爱国青年叶申因误
会而开始……发布会现场，井柏
然一袭白衣长衫现身，刘亦菲则
穿着藏青色绒面刺绣上衣搭配
半身长裙亮相。井柏然表示对这
次的造型特别满意，剧中他的造
型主要分为：西装和长衫，其中
长衫造型是第一次尝试，所以他
尤为喜欢。

刘亦菲时隔多年再拍电视
剧。她说，每一段经历都是一次
全新的历练。主持人问刘亦菲，

“近期有很多电影都采用同期
声，听说《南烟斋笔录》你也是原
声，是在用电影的标准要求自己
吗？”刘亦菲说：“每位演员都特
别热爱演戏这个职业，所以在现
场导演喊开始的时候，就会全情
投入。但是声音最终出来有多
少，这个就随缘了。”对此主持人
解释，有时在拍摄过程中会因为
天气原因影响收音效果，就有可
能需要后期配音，让整部电视剧
更加完整。

赵立新刘敏涛相爱相杀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风头
很劲的两位演员——— 赵立新与
刘敏涛也出演了《南烟斋笔录》。

“老戏骨”赵立新在剧中饰演魏
之深，刘敏涛饰演芸娘，二人相
爱相杀。谈及角色时赵立新透
露：“魏之深是个特别奇特的人
物，他把社会上一些边缘人物集
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乌托邦式
的国度。他有着极为矛盾的性
格，在他身上发生了生理成长的
变化，在南烟斋的大园子里，他
是个奇葩，接着就是敏涛饰演的
第二个奇葩出现。”刘敏涛说，芸
娘有着锋利的人格，有时就像是
一人分饰两角。在现场，当主持
人问谁在剧中被虐得最惨时，赵
立新和张含韵开始“比惨”，赵立
新认为自己被虐得最惨,“心虐，
跨世纪的恋情太虐了”，“前世今
生都被揉搓了”。张含韵则说自
己是“身虐”，也很惨。

此外，此次探班发布会在
“南烟斋”里进行——— 恢弘的牌
坊、古色古香的制香亭、亭外水
榭彼岸花开……据介绍，400多
个建筑工人历时三个多月，才搭
建出“南烟斋”。发布会还曝光了
几段片花，叶申与陆曼笙在花海
中拥吻等画面如梦如幻。余亚莲

《南烟斋笔录》：

刘亦菲获“特殊能力”帮人解难

电视剧《金粉世家》的导演
李大为因患胆管细胞癌于4月
10日19时20分在北京清华长庚
医院逝世，终年47岁。得知李大
为导演去世的消息后，曾在《金
粉世家》饰演冷清秋的董洁第
一时间在微博发文悼念：“感恩
生命中遇到您……”随后陈坤
发文悼念：“相识16年，借您才
华，留下《金粉世家》，感恩您。”
陈坤还配了一张李大为的照
片，让人无限惋惜。

4月14日上午8点，电视剧
《金粉世家》导演李大为的追悼
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
行。告别式现场循环播放着《金
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家人
手捧着李大为的遗像，遗像中
的他手持金鸡奖杯与证书，意
气风发。董洁、张雪迎、刘威、邵
兵等多位曾与李大为有过合作
的明星出席了追悼会，陈坤、陈
建斌蒋勤勤夫妇、秦沛等人也
送上花圈表达哀思。 滕朝

《金粉世家》导演去世

迪丽热巴太胖
周渝民抱得很吃力

迪丽热巴的吸金力与体重
一样惊人，她与台湾演员周渝
民在电视剧《烈火如歌》中谈
情，也让周渝民领教了“胖迪”
的体重威力。

宣称体重为47公斤的迪丽
热巴，除了喜欢吃零食，连道具
面也吃得津津有味，被封“吃
货”的她，一直有大批网友质疑
其体重，周渝民则实力验证了
她的体重。据悉，他在《烈火如
歌》中有几场抱起热巴奔跑的
戏份，事前热巴透露，每个声称
抱得起她的男主角，全都撑不
过15秒……当时周渝民以为对
方夸张，拍摄时才知不假，体重
66公斤的他要费力硬撑才能完
成：“那一天被折磨死，抱她不
下30次！”

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烈火
山庄的继承人如歌，周旋在三
个重要男人之间，她与饰演银
雪的周渝民隔世情缘非常夺人
眼球，除了有甜蜜互动外，亦不
乏周渝民不顾生死保护迪丽热
巴的情节，令该剧粉丝不少。

东森

4月16日，孙坚微博发文：
“看到最甜的时候，弹幕竟然看
到自己名字，立刻醒了。”原来
正在看剧的他刷到网友弹幕：

“孙坚同学，不知道你在看吗？”
此前，孙坚工作室发文晒

出孙坚赶赴澳洲的照片，背着
黄色双肩包的孙坚正专心致志
地看剧，有网友细心发现，孙坚
看得正是最近在韩国和中国都
非常火的韩剧《经常请吃饭的
漂亮姐姐》，孙坚随后还回复：

“什么时候我能演上这样齁甜
死人不偿命的戏！什么时候请
我吃饭的漂亮小姐姐能出现？”
而事隔几天，还在追剧的孙坚
被粉丝在弹幕上隔空喊话，网
友直呼：“孙坚无处不在，就问
你慌了吗？” 英子

孙坚追剧被抓包

由潘礼平团队执导的 2018
开年大片《小戏骨水浒传》，日前
定档 4 月 19 日播出，备受瞩目。
至此，从《西游记之红孩儿》、《放
开那三国》、《红楼梦之刘姥姥进
大观园》，到如今的《水浒传》，潘
礼平团队将四大名著全聚齐，开
创了“小戏骨”的又一个新时代。

林冲宋江成故事主线

说到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瑰宝的四大
名著无疑是集大成者，历来是影
视创作与改编的灵感源泉、长盛
不衰的热门IP。然而，对于青少年
特别是儿童来说，这些传统经典
与他们往往有着隔阂，于是《小
戏骨》横空出世，用他们的同龄
人出演搭建“桥梁”，产生亲近
感，拉近距离，寓教于乐，把经典
作品变成青少年儿童喜欢看的

“趣味启蒙”。
《小戏骨》是潘礼平团队推

出的一个原创剧目，在全国首创
了“小孩演经典、学经典”的艺术
模式，剧中所有演员都是10岁左
右的少年儿童，团队用一种独特
的形式对传统文化再包装，让更
多人去喜爱、去分享，古典文化
与现代孩子的奇妙碰撞令人耳
目一新，再次点燃了优秀传统文
化的星星之火。

小戏骨《水浒传》以林冲和
宋江为两条主线，保留了原著中
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拳打镇关
西、林冲风雪山神庙、一百零八

好汉水泊梁山等情节，讲述
了众好汉被逼上梁山起
义、同意招安最后却失败
告终的故事。潘礼平团
队致敬四大名著，用青
少年喜闻乐见的方法来
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势必再次掀起又一
波名著热潮。

《水浒传》有教育意义

在小戏骨总导演潘礼
平看来，拍摄《水浒传》有
教育意义，也有文学价值，“所谓
路见不平一声吼，梁山好汉总是
满腔热血，充满着侠义精神，以
鲁智深为例，他为救金翠莲拳打
镇关西，林冲受辱时他仗义相助
等等，正义感驱使大丈夫们集合
在一起，聚是一团火，散则满天
星，自下而上地推动当时腐败和
不公的社会，维护公平正义。”

在文学价值方面，总导演潘
礼平认为，“四大名著作为国宝
级的宝贵遗产，几百年来只有

“四大”，可见它的珍贵和含金
量，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名著里
有很多优秀的人物和品质，不好
好传承对不起祖先和历史。但是
因为时代历史背景的局限性，

《水浒传》难免有一些不适合当
下社会的内容，所以我们在选择
故事的时候，还是精选了原著中
适合青少年观看的情节。”

中国水浒协会会长张虹、名
誉会长佘大平也一直认为“水浒

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英雄气概，英
雄教育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
我们现在英雄教育很差，十多岁
到四十来岁，阳刚之气非常缺
乏，鲁智深为什么帮别人？他就
是一腔正气，这就是正能量，不
忘初心，坚守正气。”

观众被影响重看经典名著

2017 年国庆，小戏骨版《红
楼梦之刘姥姥进大观园》掀起观
看热潮，剧中一众 00 后小演员举
手投足、一颦一笑都仿佛是从书
中走出来的人，他们更凭着“一
首诗背四五十遍，一处笑声演一
整天”的专业态度引发了无数人
的怀旧热潮，让人重新认识了名
著文化的经典魅力，播放平台单
网点击率 1 . 8 亿，豆瓣评分高达
9 . 2 分，高居 2017 年度大陆网络
电影电视排行榜第一名。根据网
站的公开投票数据统计，有 87%

以上的观众在看了小戏骨版《红
楼梦》后产生读原著或重读原著
的想法，尤其是 10-30 岁的人群。

总导演潘礼平介绍，“当时
我们选了《刘姥姥进大观园》这
一段，我觉得是很有现实意义，
也很有教育意义的，就是要告诉
少年儿童，既要看得见穷人，还
要看得起穷人。大观园里面的人
养尊处优、生活安逸，完全不知
道有穷人的存在，这是很危险
的。这些上流社会的人跟刘姥姥
的互动心态，或是高高在上，或
是真诚相助。但在时局变迁之
后，这些曾经帮助刘姥姥的人，
最后也得到了刘姥姥的帮助。这
就告诉年轻人不能只享受自己
的生活，要多去做一点善事，多
有责任感。所以我认为我们选这
个角度，完全是一个正面意义，
对青少年也是有教育意义的。”

朱静

““小小戏戏骨骨””们们又又来来了了

刘刘亦亦菲菲演演女女老老板板

关关晓晓彤彤因因该该剧剧被被骂骂惨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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