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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纭 惢心是我求来的角色
槿汐 姑 姑 、明 玉 、惢 心 ……
她们分别是大热清宫 剧 《甄 嬛
传》《延禧攻略》《如懿传》中最重
要的配角。 无论女主历经多少大
风大浪，她们都是从始至终坚守
在女主身边的人。 这类角色虽然
戏份不少，但重场戏不多，而且
角色的性质决定了她们必须 收
着演。 但即便如此，“贴身大宫
女” 总是这类剧中最 圈 粉 的 角
色。 因为在尔虞我诈的宫斗环境
中，她们代表着正义、忠心这种
最拉好感度的词儿。《如懿传》在
腾讯视频独播之际，惢心的扮演
者陈小纭接受了北京晨报记 者
采访，谈到这个角色时，她丝毫
不避讳是向导演汪俊求来的。

《战狼 2》九月
“内部”复映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琳）

昨天下午，网上爆料《战狼 2》
预计将于 9月 19日至 10月
19日重新上映。而后大地院
线方面表示，此次复映属于内
部活动。
《战狼 2》于 2017年 7月
27日在中国内地上映，下映
档期一度延期两个月，内地
最终总票房高达 56.81亿元，

打破《美人鱼》此前创下的
33.92亿元纪录，是目前国产
电影历史最高票房。此番爆
出复映消息后，很多观点认
为这一行为可能令这部作品
票房突破 60亿元大关。而后
大地院线做出回应，称大地
院线内部买了《战狼 2》的放
映版权做的一个“内部活
动”，并非全国性质的复映。

陈坚用水彩追寻
“质朴的精神”

说角色 演到喜欢的很幸运

陈小纭和汪俊的熟识源于
在电视剧《小别离》中的合作，
剧中两人饰演半路夫妻。再提
起《小别离》，陈小纭回忆当时
知道要演的角色后有点犹豫，
“为什么让我演小妈，这类角色
一般都不太讨好”。但读完剧本

后，陈小纭觉得非常有意思，
“她跟继子的相处方式很好玩，
很有戏剧性，而且这个小妈的
定位还是有点小作、很可爱的，
我就想挑战下。”
有了这次“老夫少妻”的合
作，陈小纭和汪俊也熟悉起来。

对于这次和《如懿传》的结缘，
陈小纭并不避讳是向汪俊求来
的■心一角，“ 我看完原著小说
就特别喜欢■心，我跟汪导说
哪怕有边边角角的角色我都想
演，当然演到了自己喜欢的角
色很幸运。”

说合作 压力最大受益最多

剧中，陈小纭所有的戏份几
乎都是和周迅同时出场，这也
让陈小纭成为全剧组压力最大
但受益最多的演员，“ 我会随时
观察她的状态和处理台词的方
式，看她的情绪拿捏，站在她身
旁就能感受到很多、学习到很

多。”在所有的角色中，“ 贴身
大宫女”的角色并无太多借力
点，因为她所有的情绪都在心
里和眼睛里，但陈小纭还是将
■心的成长分为三个阶段，“ 她
在陪着如懿进冷宫之前是少女
天真的状态；在冷宫里开始变

得稳重成熟；从冷宫出来后是
更加老成的状态。”陈小纭表
示，在所有演过的角色中，她本
人的个性很像■心，都是谨慎
低调。但是，她坦言没有■心那
么聪明，对事情的拿捏总是恰
到好处。

说新剧 综艺中拼演技被挖掘

陈小纭目前正在拍摄赵宝 《唐山大地震》。“我觉得除了这
刚的新剧《青春痘》，能加盟这 种节目，其他综艺节目对演戏
部剧全有赖于去年她参加了综 也没什么帮助，把自己完全暴
艺节目《演员的诞生》，赵宝刚 露，再去诠释完全不同于自我
是在看了节目 后 找 到 陈 小 纭 的角色，观众就不太容易相信
的。陈小纭当时在节目中和于 了。”不过，陈小纭最后补充说
月仙合作，上演了一段催泪的 她很想参加 《新舞林大会》，因

为自己从 10岁就开始学习芭
蕾，后来考上北京舞蹈学院芭
蕾舞系，直到练习太累患上哮
喘不得不放弃舞蹈梦，很想有
一个合适的机会或舞台展示一
下曾经的功底。
北京晨报记者 冯遐

姜昆冯巩支招相声小品大赛
北京晨报讯（记者 冯遐）
“首
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于近日在
京启动，姜昆、冯巩、蔡明、方芳、
李菁、苗阜等齐聚现身，他们将
为本届赛事的“笑果”保驾护航，
同时对喜剧创作和喜剧人才给
出自己的感受和建议。
“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推出，依
托于曾经举办过七届的“全国相
声电视大赛”和举办过九届的
“全国小品电视大赛”，旨在传承
民间特色传统文化，打造高规
格、国家级、精品化的喜剧与戏
剧盛宴，推广“中国式”幽默文化。
活动现场，姜昆和冯巩都表
示希望看到更多的喜剧新人和接
地气的作品；台湾（地区）的著名喜
剧演员方芳期待出现更多的女性，
“不是说女性不能去演喜剧，而是
一些女性演员会有错误的形象感
知。演员应该是水，放在什么容器里

面就有什么样的形状，拿自己本身
的形象和塑造的形象去较劲是不对
的。”现场有媒体问及，近年来原创
喜剧类节目是否遭遇瓶颈？青年
相声演员苗阜称，每个人都会有
才思枯竭的时候。所谓瓶颈是创
作者没有摸清方向。是先把人逗
笑，还是真正去体验情感、寻找有
态度的快乐、塑造有温度的作品，

这是创作者首要面对的课题。苗
阜说：
“所有的说学逗唱都只是烹
饪技巧，只有用情感去体会一个
作品，把原料加好了，才错不了。”
据悉，
“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
赛”决赛将于 10月 2日至 10月
9日举行，分为 8场播出，将评出
包括作品奖、演员奖、编剧奖、导
演奖、团队奖在内的多个奖项。

北京晨报讯（记者 张硕）

近日，“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
—陈坚
系列展：质朴的精神——
水彩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
幕，展览展出画家陈坚人物和
风景作品 170余幅，涵盖了
他艺术创作各个时期的重要
作品。
陈坚，中国当代著名水彩
画家，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水
彩艺委会主任，中国美术学院
特聘教授。陈坚的人物画以
表现新疆塔吉克民族为主。
风景画中陈坚描绘了故乡的
海，在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描绘
中探讨人在现实中的存在感。
谈到艺术创作，陈坚表示，在
人日益被“物化”的今天，也许
应该借用艺术的途径将景与

物“精神化”，将人“还原”为最
本真的人。“是质朴的人性和
伟大的大自然照亮了我前进
的步伐，成为我心中不灭的明
灯，这也是我为什么十几年执
著地坚持描绘塔吉克人、帕米
尔风景和大海的主要原因。我
称它们为‘人性的高原’与‘大
海的情怀’。”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表示，在陈坚的世界，伟大的
自然是最真挚的朋友，他善于
将原野山川的地貌同阴晴风
雨的现象结合起来。此次展览
旨在对陈坚近二十年的塔吉
克朝圣之旅这一艺术创作历
程的成果总结和梳理展望，将
持续至 9月 16日。
北京晨报记者 史春阳 / 摄

《中国好声音》上演“
哈李大战”
北京晨报讯（记者 冯遐）

今晚 9点，浙江卫视《中国好
声音》第九期节目即将播出，
导师对决第二场“哈李大战”
继续。
对决中，哈林的“哈士
奇”战队先声夺人，派出摇滚
小狮子黎真吾首发，燃燥开

场；而李健东北虎战队同样
展现了实力，旦增尼玛将山
歌唱腔融于流行歌曲中，一
首《月牙泉》唱尽无穷的思乡
之情。导师李健评价说：“ 没
想到你发挥得很好，可能还
是因为想到了家庭，有一股
力量在支撑自己。”

张一山演公益片拒绝酒驾
北京晨报讯（记者 郭丹）

日前，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
指导下，百威携手中国道路交
通安全协会、中国酒业协会，
于凤凰国际传媒中心举办了
“明智饮酒 拒绝酒驾”公益盛
典，并发布了由演员张一山领
衔主演的 2018哈啤明智饮

酒公益片《未来的你》，呼吁年
轻一代拒绝酒驾。
公益片中，张一山正准备
酒后开车回家，神秘黑衣人出
现，抢走他的车钥匙。为夺回
钥匙，他施展十八般武艺。但
片尾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黑衣
人竟是未来的自己。片中，张
一山一人分饰两角的精彩飙
戏引得现场掌声热烈。在谈及
公益片拍摄感受，张一山称：
“大家喝完酒千万要管好车钥
匙，别动酒驾的歪心思，不然
就体会不到未来的精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