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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魏洲跨越年龄化身投行精英，称新角色是
“爱的练习生”——

“他是在爱的过程中学会去爱！”
习如何去爱”
。
作为自己的首部电视剧
作品，许魏洲坦言丁宇扬一
角对自己来说是一次挑战，
“丁宇扬这个人物外在无论
是从年龄设定或者是经历，
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他的
年龄大概要比我现在的年纪
大七八岁，从一名高中生到
事业有成的投行精英，还是
会有不小的压力”
。所以，
为
了这个角色，他也咨询了不
少投行的朋友。
说到剧中丁宇扬的爱
情观，许魏洲觉得，虽然他
在事业上成绩显赫，但在感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过程让人关注，许魏洲扮演 情上“段位”很低，也应了网
首席记者 吴净净
的“学霸学长”丁宇扬，与他 友的评论“投行鬼见愁，情
“ 丁宇扬是一个
由张天爱、张若昀、许魏 们之间的纠葛也是相当有看 场小学生”，
洲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轻喜 点。近日，许魏洲也接受了 理性大于感性的人，但他在
剧《爱情进化论》，正在东方 今报记者的采访，
在他看来， 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从被
卫视热播。除了张天爱饰演 丁宇扬虽然在事业上是一位 暗恋的人到逐渐懂得如何
的艾若曼与张若昀饰演的鹿 成功者，但在爱情上他更像 去爱，这就是丁宇扬的爱情
飞十年好友变爱人的
“进化” 是一位
“练习生”
“
，一步步学 进化论。

黄渤处女作《一出好戏》北京首映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映后见面会上，
曹保平
首席记者 吴净净
直言黄渤首部导演作品就
由黄渤自导自演，
王宝 敢于
“抛弃安全牌”
，挑战高
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 难度题材，很有魄力；张一
王迅、李勤勤、李又麟联袂 白大赞黄渤呈现了一部艺
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将 术化的“人类简史”。作为
于 8 月 10 日登录全国各大 自己的首部长片，
新人导演
院线。在近日的北京首映 黄渤挑战了颇具意识流风
礼上，
导演黄渤携众主创一 格的成人寓言式故事，
不得
同 亮 相。导演曹保平、宁 不说非常大胆。映后交流
浩、张一白、韩延、黄建新， 上，黄渤更是幽默自嘲道：
演员刘昊然、董子健、夏雨、“这两年也没太干别的事，
梅婷以及歌手窦靖童、李玉 一直在做这一个电影，
给自
刚等一众明星大咖也现身 己施加的难度有点大，
所以
现场，
为黄渤导演电影处女 说，
年轻导演，
不太成熟，
原
作加油助阵。
因全都因为年轻。
”

《香蜜沉沉烬如霜》身世之谜成焦点

“富察皇后”
剧中悲戚剧外落泪
秦岚牵头组
“丛林三美”C 位出道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首席记者 吴净净

在上周的东方卫视《新
舞林大会》，秦岚与“爵士女
王”淡淡、
“国标女神”
梁岱青
结为一组，宣告了舞林女团
“丛林三美”的正式诞生。不
过，据说在本周的节目中，
秦
岚在竞演之后竟然崩溃大
哭。
在近期热播的《延禧攻
略》中，
“富察皇后”
可谓集万
千宠爱于一身，但“新舞林”
中的秦岚却没那么好运了。
小考之后，秦岚作为垫底选
手，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多舞
者的青睐。就连仅剩的淡淡
和梁岱青，她们内心的首选

也都不是秦岚。不过虽是最
后结成的组合，但经过短暂
的相处，三个性格不同的女
生很快打成一片，
组成
“丛林
三美”
。竞演现场，
她们一亮
相就引起了惊呼 。但结束
后，走向后台的秦岚突然一
时间情绪奔溃，在沙发上哭
到不能自已。是什么让近来
剧中处境悲戚的
“富察皇后”
再次泪洒舞台？其实，队友
淡淡也曾透露，秦岚虽看起
来开开心心，但内心压力一
直很大，
看来，
“新舞林”
的明
星选手们，对自己要求都很
高。

“好声音”迎来
“神秘大咖”——

台湾音乐教父陈彼得本周亮相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的歌。这位老先生，就是台
首席记者 吴净净
湾流行音乐发源后的第二代
本周五晚，浙江卫视《中 音乐人，也被称为台湾流行
国好声音》继续上线，第四期 乐坛教父的陈彼得。
《一剪
节 目 将 迎 来 数 位“ 神 秘 大 梅》、
《阿里巴巴》、
《迟到》、
咖”，节目组也透露，这次不 《无言的结局》、
《一条路》等
仅 有 让 哈 林 也 要 尊 称 一 声 近千首脍炙人口的作品都出
“前辈”的“中国台湾音乐教 自陈老先生之手。他表示自
父”登台演唱，还有一直非常 己选择来到这里，正是为了
神秘的《说散就散》原唱惊喜 感 受“ 这 些 孩 子 有 多 不 容
现身，带来原版
“失恋神曲”。 易”
。
在本周的《好声音》里，
除了自弹自唱深情英文
一位七十四岁、年逾古稀的 歌《remember me》，陈老先
老先生登台，意外引发导师 生还和李健即兴演唱他的经
们的轰动。哈林看到这位老 典曲目《一条路》。在陈彼得
先生的真容，立刻表示自己 面前，
四位在华语乐坛颇有地
要站起来致敬，尊称他为
“乐 位的导师也秒变认真听歌的
坛前辈”。李健也紧随其后， 乖乖仔，表示要向陈老前辈
表示自己多年前曾翻唱过他 “活到老唱到老”
的精神学习。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首席记者 吴净净
改编自知名网络作家
“电线”同名小说的唯美古
装神话爱情巨制《香蜜沉沉
烬如霜》
（以下简称《香蜜》
）
正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火
热播出中。自该剧播出以
来，热度持续爆发，收视也
是持续走高。近日的剧情
中，
锦觅（杨紫饰）的身份谜
团有了新的线索，天帝（何
中华饰）、水神（王仁君饰）
均成为“锦觅之父”的强力
候选者，
也引来网友们的热

议。
剧中，
锦觅的身世也直
接关系到她和旭凤（邓伦
饰）之间的感情进展，所以
不少心心念念想要“嗑糖”
的网友纷纷留言：
“傻凤凰，
她不是你妹妹啊，
你清醒一
点！”
事实上，
《香蜜》上线短
短几天，
“抠细节体质”
就获
得了无数观众网友的称
赞。有网友表示，
不管是特
效细节上的处理，
还是音乐
音效上的安排都自带逻辑，
不突兀不生硬，
“ 也是很用
心了！”

《西虹市首富》曝
“情感”
海报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首席记者 吴净净
由闫非、彭大魔编剧并
执导，沈腾，宋芸桦，张一
鸣，
张晨光，
常远，
魏翔等主
演的
“特笑大片”
《西虹市首
富》上映 14 天斩获 22 亿票
房！“守护住你心中最珍
贵的，
你就是人生的首富”，
片中王多鱼对夏竹的
“求爱
大作战”成为了全新的“撩
妹典范”。近日片方发布
全新
“情感”
海报，
为这一对
“欢喜冤家”的情感之路给

出了完美解释，
电影在爆笑
之余能让观众深深感受到
温暖与幸福感，
这也正是两
位导演的期望和初衷。
“人可以离开财，但离
不 开 情 ”，这 是 东 北 耿 直
boy 沈腾对王多鱼这个角
色的理解，
没能守住心中所
爱，
再多的财富也不能算作
是
“首富”
，也正如观众的评
论所说：
“ 人性和金钱很难
抉择，
但我们还是要努力活
成人样儿！”

老外为甄子丹的《大师兄》
“打 call”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首席记者 吴净净
由甄子丹发起、出品并
与王晶、王雅琳共同监制，
阚家伟执导，甄子丹、陈乔
恩等联袂主演动作电影《大
师兄》将于 8 月 24 日全国
上映。据悉，
电影《大师兄》
已于第 22 届“加拿大奇幻
电 影 节”举 行 了 全 球 首 映
礼，同 时 获 邀 成 为 闭 幕 电
影，并入选竞赛单元 CHEVAL NOIR COMPETI-

TON 角逐主要奖项。
此 次 甄 子 丹“ 打 进 校
园”，校园元素和动作场面
完美结合成了影片的最大
亮点。真实激烈的打斗细
节得到了国外观众的极大
认可，
“ 喜欢影片里所有的
动作场面，非常精彩”。电
影中青春少年的校园生活
也让许多观众表示新鲜感
十足，
“通过这次观看《大师
兄》了解到了中国人生活的
另一面”
。

责编：吴婧 美编：康永红 图编：吴仲舒 版式：
朱永娜

校对：
王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