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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弘其实已经是外界公认
的比较随性、没有太多包袱的演
员了：他可以在《远大前程》里被
打得鼻青脸肿，一大半时间都带
伤；他蓄着络腮胡子去参加发布
会，只为了给新戏找感觉；他赶
走造型师、顶着鸡窝头在综艺节
目中吭哧吭哧地带娃……袁弘
似乎越来越百无禁忌。他说，没
几个人能真正做到“没有包袱”。
好演员一生都在甩“包袱”，只有
甩掉束缚、抛弃条条框框才能获
得自由，而演戏恰恰需要自由。

齐林成“挨揍专业户”

《远大前程》里，袁弘饰演的
齐林在前期被虐得最惨，各种被
打。第一天，齐林在洪三元的教
唆下赌博出千，被师爷抓起来吊
打，断了一根手指；第二天，一爷
上门讨债，洪三元和齐林被五花
大绑，继续挨揍；第三天，齐林来
到史爷的赌场，出千的小伎俩再
次被识破，又是一顿胖揍；第 N
天，齐林向一群小混混追债，被
打得头破血流；第 N+1 天，齐林
被兄弟误会，被好兄弟洪三元追

着打……鼻青脸肿的带伤妆是
袁弘的标配。有网友调侃：“《远
大前程》的日常就是，吃饭、睡
觉、打齐林。”

袁弘说，在戏里“伤”得最重
的几次，那妆化得太惨太血腥，
惨到亲妈都认不出那是他。在拍
戏期间他不敢坐下来，因为浑身
上下都是“血”，一坐下来就是一
圈儿“血”，破坏道具、破坏场景。
拍戏期间，袁弘曾因打球受伤，
眼皮缝了十几针，他开始还担心
这个伤会不会影响拍戏，结果戏
里的妆容实在太惨烈了，完全掩
盖了真实的伤疤，都没有人发现
那道伤是真的、不是化的。

在演戏上开始有了野心

《步步惊心》里洒脱不羁的
十三阿哥、《上书房》里痴情执着
的弘历、《平凡的世界》里性情淳
朴的孙少平、《秀丽江山之长歌
行》里能文能武的刘秀……塑造
了许多角色的袁弘，对演戏始终
心怀忧惧。他曾不止一次地做过
同一个噩梦，梦见自己毁容了。
清醒之后依旧感觉害怕。

为什么会做这个噩梦？他自
己也不太清楚。

就算曾经刚出道的时候有
偶像包袱，但这些年，袁弘在演
戏上已经没有什么包袱了，他笑
说：“你看我在戏里都被打成这
个鬼样子了，我有什么包袱啊。
有包袱演不了戏，有包袱是没有
办法做演员的。”袁弘认为，没几
个人能做到完全没有包袱，所有
想做好演员的人都在追寻这个。
这个包袱不光是偶像包袱，还包
括太主观的认知、内心的恐惧、
内心的欲望。曾经他在演戏上没
什么野心，但是在拍完《平凡的
世界》后袁弘给自己做检讨，觉
得自己演戏不够有野心，太随遇
而安了，这样不对。做演员还是
要有野心，这个野心是指演员在
创作上激发能量和欲望。

以前演戏没这么爽过

在《远大前程》中，袁弘饰演
的齐林来自底层，前期不停地挨
打、一路被虐，性格中有老实怯
懦的部分，但自尊心又很强，时
不时迸发出狠劲，他为了爱慕的

女孩拼尽全力向上爬，随着剧情
的发展，齐林即将“黑化”，后来
成为上流社会的名人，这样跌宕
起伏的反派角色，让袁弘直呼

“演爽了”。被问到演“反派”怕不
怕被骂时，袁弘回答：“我如果说
我希望被骂，是不是很欠啊？”

袁弘说，“作为朋友，陈思诚
知道我身上的一些特质，然后把
这些写进了角色，通过这个角色
我也看到了自己身上不一样的
光彩”，他认为，自己有很多面，
齐林这个角色跨度很大，他以前
没演过跨度这么大的角色，所以
演完之后觉得很爽，但具体是为
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就是演
到一定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他
了，跟他同呼吸了，他疼的时候
你能懂，他难受的时候你也真的
难受，这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件挺
爽的事情。因此即使因为这个角
色被观众骂，袁弘也觉得无所
谓，认为把角色演好了观众才会
骂，对于演员来说其实是一种褒
奖。作为演员，袁弘觉得该害怕
的是演一个不应该被骂的角色，
观众还在骂你。 余亚莲

《远大前程》把袁弘“虐”惨了

4月23日，根据安宁同名小
说改编的电视剧《温暖的弦》，在
上海举办开播发布会。张翰、张
钧甯、张嘉倪、经超等一众主演
悉数亮相。发布会现场，张翰与
张钧甯多次撒狗粮，张钧甯更评
价剧中占南弦是温暖的礼物。现
场张翰不仅跳起魔性舞蹈更与
经超当起了临时舞伴，谈及出演
占南弦一角的感受，张翰表示：

“我觉得我不太懂感情，但是通
过占南弦这个角色，通过我与他

三观、经历的感触，达到了感情
上的契合。”

张翰调侃抬头纹变重

《温暖的弦》讲述了男女主
人公占南弦（张翰饰）与温暖（张
钧甯饰）从懵懂青春纯恋，历经
十年分离波折，再度相守相知、
破镜重圆的都市浪漫爱情故事。

《温暖的弦》也是张翰四年之后
带着时装剧重回荧屏，自己出道
第十年的用心之作，对此张翰本
人表示：“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
个更加成熟的自己回来了”。在
剧中，占南弦与温暖的爱情横跨
了十年时光，而张翰出道也迎来
第十年。对于《流星花园》这个话
题，出演过《一起来看流星雨》的
张翰表示：很荣幸能成为大家青
春记忆的一部分。而谈到十年间
的变化，张翰笑着调侃自己：“只
不过我的抬头纹更重了。”

现场的游戏环节，一众主演
们两两配对，张翰和张钧甯上演
亲密互动，张钧甯为张翰系出一
个蝴蝶结并解释：“他就是礼
物，因为对于剧中的温暖来说，
占南弦就是老天送给她最好
的礼物。”

张钧甯自评“最强秘书”

张翰和张钧甯这对三
度合作的“老搭档”是剧中
的一大看点，张钧甯得意表
示剧中自己是“史上最强
秘书”：“因为温暖，让占南
弦爱情、事业两得意。”谈及
与张钧甯的合作，张翰给出

了“包容性很强”的超高评
价。张钧甯也表示：我们真的很

熟，我们在演戏的时候都会给角
色放入自己的特点，会一起创造
出很开心很即兴的戏。在现场，
张钧甯还向大家爆料，剧中张翰
还有大尺度睡衣秀，其实张翰一
点也不高冷。

而对于“霸道总裁”这个标
签，张翰深沉感慨：4年前那个角
色，大家给我的定义是“总裁”，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感
觉离我的人生阅历很远，现在占
南弦的一切都是我感同身受的，
不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这个角
色，通过占南弦会让大家认识到
全新的自己。

经超接棒演霸道总裁

此次张嘉倪在剧中饰演的
一心是个非常矛盾的角色，是大
明星同时又是占南弦的绯闻女
友。在温暖离开占南弦后，一心
一直陪伴在占南弦身边，是占南
弦生活和工作中最大的助力。前
不久，张嘉倪怀二胎的新闻火爆
微博热搜，发布会现场，张嘉倪
也大方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当
然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嘛。”

经超饰演的“小路总”朱临
路，在剧中颇受女孩子们喜欢。
谈及对角色的理解，经超认为朱
临路这个人物非常温暖，也带给
自己很多感动。虽然朱临路也是
一个“总裁”，但经超认为自己的
总裁配置与张翰不同，对此张翰
表示：“我是创一代，你是富二
代。”经超随即接话：“但是我因
为车上坐着张钧甯，所以心里特
别有底。”据悉，《温暖的弦》将于
4月29日起登陆湖南卫视播出。

奋斗乌托邦

“霸道总裁专业户”张翰创业忙
4 月 18 日下午，高人气

言情小说《木槿花西月锦
绣》的作者海飘雪在微博发
文宣布小说将走向电视荧
屏，并对书迷这么多年来的
支持表达了感谢。

《木槿花西月锦绣》是
海飘雪所著穿越时空类言
情小说，自连载以来在网络
上收获了超高的人气，2016
年李小婉担任制片宣布制
作同名电视剧。18 日下午，
知名奇幻作家海飘雪证实
自己的小说《木槿花西月锦
绣》将走向电视荧屏的同
时，在文章中也回忆了自己
写这本小说的历程。

海飘雪在回复网友的
评论时表示该剧尚未杀青，
目前定于某网络播放平台
的年底与大家见面。网友们
纷纷在评论中表示期待，有
书迷表示自己终于不用脑
补画面的评论还得到了作
者本人的点赞。另外，李小
婉也转发并评论了该微博，
称“四年前第一次看这本书
就不知不觉地拿出记号笔，
看完第五本已然是五颜六
色爱不释手。却不想第六本
被自己含着泪撕了，是因为
爱！找到海飘雪是觉得给她
寄刀片没用，只想当面问个
痛快：你有多冷血竟把我们
爱得死去活来的踏雪公子
写死了！结果是买了改编
权，一干就是三年”，似乎也
预示了电视剧版的结局。

懿娴

又一人气小说
将登电视荧屏

古代传奇剧《庆余年》近日
首度曝光剧照。备受期待的一
众主演造型首次呈现，在原著
小说中的“长公主”、“五竹”等
经典角色也都揭开了神秘的面
纱。该剧改编自网络作家猫腻
的同名小说，讲述由张若昀饰
演的身世神秘的少年范闲，历
经家族、江湖、庙堂的种种考验
与锤炼，书写出一段不同寻常
的人生传奇。目前，《庆余年》正
在贵州都匀热拍中，此后还将
转战横店等地进行拍摄。

在新曝光的剧照中，张若
昀饰演的范闲站在马车前，抬
头望着前方若有所思，左手拎
着一只鸡腿，右手拎着一只黑
箱，画面引人遐想。原著中的人
气角色五竹也首次现身，“五
竹”在小说中是个武功高强、眼
上蒙着一层黑布的“瞎子少
年”，他总是面无表情，以守护
范闲为己任，被范闲称为“五竹
叔”。剧照中由佟梦实饰演的五
竹与范闲坐在门前的台阶上，
范闲读着手中的信，一旁的五
竹眼戴黑布侧头面向他。

由陈道明饰演的庆帝也露
出了庐山真面目，他身穿宽松
的白袍，腿上盖着红色毯子，半
躺在卧榻之上看着手中的书
卷，几缕发丝垂落下来，随性慵
懒。庆帝区别于陈道明以往所
饰演的帝王形象，不再是高高
在上、霸气威严，而是很人性
化、接地气的状态，是一个潇洒
倜傥、不拘小节的帝王。

长公主的扮演者是李小
冉，据悉，这也是她时隔多年后
再次出演的古装剧。长公主一
角在原著中可以说是集美貌智
慧与疯狂狠辣于一身，并且极
善伪装，是范闲的“千面敌手”。

蔡慕嘉

陈道明演帝王接地气

在一部名为《警犬来啦》
的电视剧剧情里，湖南省作家
协会主席、著名作家王跃文的
单人照被用于辨别贩毒犯罪
嫌疑人。王跃文获悉此事后，
聘请律师采取法律手段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4月19日，王跃文在其微信
朋友圈晒出《警犬来啦》的制
作出品方大唐辉煌（霍尔果
斯）传媒有限公司发来的致歉
函。该致歉函称王跃文肖像系
美术组工作人员百度搜索得
来，后续相关环节也未辨认出
涉案的道具“辨认照片”中的
一幅肖像系王跃文本人。

王跃文在其朋友圈写道：
“侵犯我肖像权、名誉权的大
唐辉煌公司发来道歉信，除了
无理辩解未见任何诚意！千言
万语归结一句话：抱歉，我不
小心踩了您的脚。”

王跃文的代理律师胡勇
平说，大唐辉煌没有诚意，将
向公安部和广电总局行政控
告，下一步将提起民事诉讼。

谭君

《警犬来啦》被告了

袁袁弘弘演演反反派派总总挨挨打打

张张翰翰四四年年后后回回归归电电视视荧荧屏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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