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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童蕾近日一改军旅花旦的戏路! 在电视剧 "半路父

子#中扮演女教师!与张国立饰演的罗建军暗生情愫!并上演

$女追男%的戏码&

谈及和张国立搭戏! 童蕾坦言压力很大!$因为这部戏他

既是导演'制片人!也是演员&张国立工作上要求很严格!而我

是摩羯座!也会对自己要求高!不想让导演觉得我不够好& 加

上我很久没拍戏了!节奏有点跟不上!拍戏时一边给孩子断奶

一边工作!所以压力特别大& %

童蕾说!张国立做导演时算不上严苛!对演员很体恤!$工

作氛围紧张!是因为国立老师担子重!必须讲究效率!他认为

演员应该把工作在开拍前一天就准备好!不应该拿到片场!希

望很多东西是完美的!否则会焦虑'不开心& 但他自己也是演

员出身!所以绝对不会责怪演员& %

童蕾回忆! 拍戏那阵子! 张国立每天睡眠特别不好! 脑子

里都是剧本' 场景这些事! $我挺同情他! 我说 (你何苦啊)

只演戏不就得了! 你在片场拍戏也很有话语权! 为什么要这么

辛苦呢) %

被问及剧中跟张国立谈$老少恋%会否出戏时!童蕾笑说*$剧

中我一开始也看不上他! 后来发现这个男人有担当! 责任心很

强! 是慢慢走到一起的& 不过! 有场戏我跟他表白! 确实有点

(老少恋+ 的感觉! 要提醒自己想想这个男人的不易! 在剧里要

爱上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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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多的时间!童蕾低调准备怀孕'生小孩!暂停拍戏!

直到近日她被拍到和女儿的照片!才正式被报道出来& $我不

喜欢私生活被人看到! 一直觉得丈夫和孩子应该有自己的生

活!所以之前都尽量保护他们!发布会上被问到!我就承认了&

我是名人!他们会受牵连!这点让我挺愧疚& %

此前曾有童蕾嫁给富豪的传闻! 张国立也曾无意中说

了一句* $童蕾一切都很好! 她可以不拍这戏一样过得很

好! 但是她来了! 和大家一起吃盒饭&% 被问及丈夫是否是

富豪时! 童蕾告诉记者! 丈夫只是
$%

界人士! 非传言中的

$富豪%! $他也不是做金融的! 只是做
$%

的&% 童蕾称和

丈夫是通过朋友聚会慢慢相识' 相爱! $演员经常拍戏起

来见不到人! 圈外人至少有周末! 我们想见时可以见面&%

童蕾笑称! 在丈夫面前她是女王! $他一般不干涉我工作

的事& 生完孩子我想工作! 他看我产后恢复很好! 也放心

让我出来& %

童蕾刚刚为女儿庆祝完一岁生日! 她笑说当妈妈后最大

的变化就是变得更坚韧!$以前我觉得自己像浮萍! 虽然无拘

无束!但是会不开心& 有孩子后要有足够力量照顾好她!会觉

得有什么不开心的&现在更明白母爱伟大!有个人值得你付出

生命!义无反顾& %

童蕾坦言!在不影响女儿生活的前提下!将来可以考虑带

她上节目!但丈夫不希望女儿进娱乐圈!$她爸爸说(不能当演

员哦,+他觉得女孩子拍戏太辛苦'居无定所!而我会尊重她将

来的选择& %

谈及教育女儿经验!温柔的江南女子童蕾却俨然一位$虎

妈%*$我有原则!不希望她娇气& 比如她摔倒!我告诉家里阿

姨!一定要先判断!如果没摔疼!就不要马上去扶她& 如果摔

疼!要第一时间安慰她&%童蕾笑说!这样的$军事化管理%导致

女儿摔疼了也不哭!$别人都说我快把她培养成 (女汉子+!但

看女儿不哭!我也挺心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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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童蕾出演电视剧 -亮剑.! 因饰演田雨一角而

被大众熟知! 而后又塑造了 -断刺# 中的李赫男' -乱世三

义# 中的叶玉珊等角色&

在为生女 $淡出% 荧屏的一年多时间! 童蕾透露丈夫

也提出过她可以不用工作! $他说我想拍戏就拍! 不想拍

戏就在家做全职太太& 但我长久不拍戏! 价值没法体现 !

心理上抑郁了! 他拗不过我! 就答应我复出拍戏' 别压抑

自己& %

童蕾自称是典型的摩羯座工作狂!却对工作没有那么大野

心!$沉浸在工作中! 我会很开心&% 生完孩子才
#

个月! 童蕾

就复工! 在话剧 -香水# 剧组和电视剧 -半路父子# 间折返!

$那时话剧 -香水# 在上海! 而电视剧在深圳! 我只有两边

赶& 产后
#

个月! 我觉得恢复挺好! 但有一次在现场突然眼

前发黑快晕倒! 工作有些超负荷! 身体没法承受! 没敢跟家

人' 剧组说& %童蕾回忆起那段艰辛笑说是$两边都不肯放弃%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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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蕾坦言!以前她会觉得拍戏比较辛苦!直到
&')'

年读

了长江商学院! 心态才发生变化& $因为我不会理财! 所以

也顺便学学工商管理& 那段时间接触到一些真实的商人和官

员! 对于我演戏也很有帮助! 所以现在看很多人演戏! 觉得

演商界的角色还挺搞笑的& 我好奇心比较强! 总想学点自己

不知道的&% 谈及同在长江商学院读过书的田朴臖! 童蕾称

田朴臖念的只是短期班! 并透露那里并非外界所传的有那么

多 $故事%! $毕竟树大招风! 演艺圈因为被人关注! 所以

会被放大& %

谈及做生意!童蕾顿时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我也会做

点投资!但做生意还是要看缘分!不是想做就做!那样成功率

很低!得看资源整合!还要借势!有人合作比较好& %这段经历

让童蕾豁然开朗! 她称自己开始领悟到表演行业的幸福!$拍

戏的话!我投入我自己!零成本!得到的还很多!所以性价比还

比较高&做生意投真金白银!会负债失败!还要管理很多人!困

扰很大&%童蕾称在商学院的同学幸福指数并不高!$我开始发

觉!演戏是最棒的事!我能赚钱满足基本需求!每天又能美美

的!怎么不好呢) %

如今的童蕾!笑称自己处在最幸福的时刻!而演戏上打算

敞开心扉迎接一切挑战!$以前我演年代戏正面形象比较多!

今后希望挑战一些反派或者喜剧角色& %她透露!未来还希望

再添宝宝!$这点顺其自然!不过觉得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女儿

会比较孤单& % !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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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出荧屏一年多的演员童蕾近日复出#在热播剧$半

路父子%中与张国立&刘若英飙戏'童蕾近日接受专访#童

蕾大方承认已生女#并分享了家庭生活的诸多细节#这位

宁波出生的姑娘笑称自己是工作狂# 并打算把女儿培养

成(女汉子)#她坦言不拍戏的一年多很抑郁*谈及和张国

立合作#童蕾直言(导演张)让其压力很大*

接受采访时#童蕾笑称自己是工作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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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
*+",

年度重大

现实题材扛鼎之作 -天河#

-"

月即将登陆大银幕! 以期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前后! 向广大观众呈现这一伟

大工程背后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该片集合了李幼斌' 俞

飞鸿' 段奕宏' 高明' 赵有亮' 林妙可等老中青三代实力

演员&

电影-天河# 以李幼斌饰演的水利工程师董望川为切入

点! 全景式地展现南水北调工程中从决策团队' 一线工程

建设者! 到所有沿线移民的整体风貌&

电影中! 身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副总指挥的董望川面

对与妻子的情感裂缝' 和爱徒的价值冲突! 以及家乡亲人

的非议和不解! 坚持镇守工作岗位! 为确保工程顺利竣工

上演了一幕幕感人的故事&

该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黄宏担任编剧! 与曾经执导过

-歼十出击# -飞天# 等优秀影片的八一厂著名导演宁海强和沈

东共同打磨剧本&

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 -天河# 不仅会有对南水北调工程

壮伟气魄的展示! 更会将这项惊天动地的壮举背后一个个家庭

的故事刻画得感人至深&

在 -天河# 的创作过程中! 整个剧组奔赴丹阳' 红旗渠等

实地取景& 影片用蔚为壮观又不失深情的镜头' 扎根现实又不

失浪漫的风格! 真实展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各地的地貌

人情&

由于电影视角宏大' 人物众多! 除了有实力派影星李幼斌'

段奕宏和俞飞鸿外! 更是网罗了高明' 赵友亮' 林永健' 宋春

丽等明星加盟&

$南水北调% 工程的磅礴气势和沿线居民为国家默默奉献

的精神! 都让演员们深深

震撼&

李幼斌表示! 他被工

程背后无数的奉献故事所

感动! 也把这种感动带入

了自己的表演! $应该说

正是南水北调把我们这么

多人凝聚到了一起! -天河# 这部电影也算是我们对这项惊天

壮举的见证和致敬&% !晚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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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 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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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目前传出消息!央视春晚已经开始筹备!

而参演人员还在考虑之中& 有知情人爆料!获得今年-中国好

声音#总冠军的张碧晨已经获邀!至于是单曲演唱还是与人合

唱则还在考虑之中&

网络上指出韩国明星金秀贤也是热门人选! 但还没有得

到央视的任何回应& 去年春晚韩国明星李敏镐与庾澄庆合唱

一首-情非得已#引起极大轰动!虽然事后被曝出他假唱!但仍

然挡不住众粉丝对他的期待&

央视春晚越来越多地出现外国人面孔& 而今年在中国俘

虏一大片粉丝!并且打败周杰伦'郭采洁等明星接拍广告到手

软的金秀贤入选央视春晚!也未必不可能& !新新"

金秀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