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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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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剧综艺高开低走! 全年二

三十档喜剧节目几乎呈 "逃亡# 之势$ 而继去年全国首档喜

剧真人秀节目 %超级笑星& 热播! 安徽卫视再度聚焦喜剧综

艺! 倾力打造的 %超级笑星& 升级篇于
'"

月
$%

日晚盛大首

播$

'小品女王(蔡明携手)香港演艺大佬(曾志伟和"睿智快

嘴(崔永元共同坐镇评委席$ 新一季节目中!不光赛制舞美华

丽升级! 来自五湖四海的南北喜剧达人和新晋笑星也都散发

着独特的喜剧魅力$

一直以来!蔡明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毒舌($无论是春晚

小品里的角色!还是各档节目中的"麻辣导师(!蔡明的犀利俨

然已经成为其最鲜明的标签$然而!面对崔老师都从严肃转型

逗趣!蔡明也开始走转型之路!点评中大发"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之功!试图走向"温和善良(一派$

在首期节目中!一对"

(%

后(小剧场演员演绎的小品%合

租&!以其真实逗趣的情节引发现场共鸣$ 身为评委的蔡明虽

没有"漂(的经验!但还是拿
$%)&

春晚搭档华少的经历说事$

"你们俩一边在演! 我一边在想我们去年创作的那个作品!也

是写合租的$华少*大鹏*岳云鹏开始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经

常我们排着排着!

*

个大小伙子就哭了$ (

虽然漂有漂的苦!但"博同情(在选秀中的拉票指数早已

不及当年!作品有问题还是得批评$当崔永元提出作品的底需

要修改之时!蔡明则以自身春晚经历!现身说法$"我们春晚经

常一个底要想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最后这一句说什

么$ 实在没辙了!就说+给全国人民拜年,$ #

对此!一旁的崔永元还不忘再次强调这条春晚)潜规则#$

)以后大家看春晚说! 她只要最后的底是 +给全国人民拜年

了,!就证明没想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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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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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

!"#$%&'()*+,-./

/0123456789:;

!!!!!!

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今日.!%黄飞鸿之英雄有梦&

-以下简称%黄飞鸿&.上映!彭于晏版的青春版"黄飞鸿(要接

受影迷检验/从接下这个角色起!太多双眼睛就盯在了彭于晏

身上$ )大考#在即!接受专访时彭于晏既不怕与前辈比较!他

不介意被当作小鲜肉!因为他一度认为小鲜肉是小笼包$作为

有名的)拼星#!彭于晏的回答充满正能量又令人感动!)我没

有特别多的才华!但至少我可以拼命!如果别人能拼
)+%

分!

我可以拼
"$%

分#$

$%"$

年
"$

月!彭于晏接到%黄飞鸿&的邀约!他犹豫了很

久!甚至想过拒绝!)我看着黄飞鸿的电影长大!所有的男孩都

会有一个功夫梦!能演一个这样的民族英雄我非常骄傲!但是

也感到害怕#$与前辈扮演者李连杰*赵文卓相比!彭于晏没有

功夫底子!所以他压力很大!)但是导演*老板都在鼓励我!还

有梁家辉大哥!当时我刚和他拍完%寒战&和%太极&!他对我说

你应该试试看$去年的三四月份我答应了!想花一年的时间认

真拍好这个电影$ #

尽管他这么拼!但黄飞鸿之前实在有太多个影视版本!李

连杰版最深入人心!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彭于晏对此的心态既

坦然又充满正能量$ 他说自己拿到的第一稿剧本根本没有提

到主角阿飞就是黄飞鸿!)就是一个功夫小子! 很真实* 很热

血!义字当头!不会处理感情!心里有一团火!看到什么都不高

兴!很像现在的年轻人!最后提到一句+阿飞就是黄飞鸿,!我

傻眼了!说老板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0 (

看完片后!彭于晏认为!周显扬的这个版本有点像油画!

鲜艳*刺激*立体!以前版本的黄飞鸿则更像中国写意山水画$

他说他不介意被人比较!"拿来比的都是李连杰* 成龙这样经

典*传奇的人物!对我来讲是一个荣幸!我想说谢谢啊!从来不

觉得我能跟他们在一个平台上$导演曾经跟我们说过!这个版

本我们不要求创新*超越!只希望在这个时候能让大家记住我

们($

%黄飞鸿&去年
,

月在乌镇开拍!彭于晏从
*

月份开始学

习功夫!从最基本的扎马步开始$ 尽管作为有名的"拼星(!彭

于晏在%翻滚吧!阿信&%激战&时都曾为了影片苦练体操和综

合格斗!但他笑言%黄飞鸿&可能是他拍得最辛苦的一部戏1

"导演希望尽可能不要用替身!我在戏里的+义父,洪金宝大哥

也要求很高!很多动作他都直接让我来做而不用替身!他说观

众是会有感觉的!我觉得这是看得起我$ (结尾时黄飞鸿和洪

金宝扮演的雷公在火中对打的那场戏拍了
*%

天!"最后鼻子

里呼出来的气都是黑的$ (还有一场戏!彭于晏要从
*

楼上跳

下来!他跳了
$%

多遍$

谈到为什么总是这么拼命!彭于晏给出一个谦虚的答案1

"我没有特别多的才华! 但至少我可以拼命! 如果别人能拼

)%%

分!我可以拼
)$%

分$ (当被问到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没有

才华!彭于晏说!他是一个没有底子的演员!更多依靠感觉和

体验去表演!"刚入行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选择! 进这行是很有

趣!我喜欢表演!也有被追捧的感觉!经历过好的时候!也有没

工作的时候!后来发现如果喜欢表演!什么拍广告*做明星都

是附加的!心里最真实的声音还是表演$别人都问我为什么总

拍那些比较累的戏0 我在想!我能遇到这么多好的工作伙伴!

我很珍惜!就该拼$ 现在不拼!到了
&%

岁再拼就来不及了$ (

他说!这种品格遗传自母亲$ "我妈妈是单亲妈妈! 一

个人带我们姐弟
*

个! 最辛苦的时候一个人打
*

份工! 开餐

厅! 把我两个姐姐送去英国和美国! 把我送去加拿大读书!

以前我很爱玩! 现在才知道她有多拼$ 我觉得我也有遗传到

她$ (

很多好莱坞明星也非常喜欢这种体验式的表演! 彭于晏

对他们这方面的历史如数家珍1马龙2白兰度*约翰尼2德普*

克里斯蒂安2贝尔33他说自己到了四五十岁!最想做两大男

神艾尔2帕西诺和罗伯特2德尼罗那样的型男!所以就算%黄飞

鸿&大获成功!也不会专心做打星!)那样戏路太窄了!我还是

一个演员!想积累不同的经验4 # !京京"

#狂怒$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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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由大卫2阿耶执导!布拉

德2皮特*%变形金刚&系列男主希亚2拉伯夫*

%壁花少年&罗根2勒曼*%行尸走肉&乔2博恩

瑟等好莱坞一线男星联袂主演的%狂怒&于
))

月
$)

日-今日.公映$

))

月
$%

日! 南京一影院举行了媒体看

片会$不少观众观影后表示!影片还原了二战

中硝烟弥漫的战场景象! 片中用上了
-

辆美

式谢尔曼坦克和一辆德国虎式坦克!布拉德2

皮特率领的)狂怒兄弟连#在德国一个接一个

小镇上演了一场)坦克去哪儿#的坦克战$

该片讲述了
).&-

年二战硝烟即将消散

之时!同盟国军队准备在欧洲战场发动最后

一轮猛烈攻击$ 盟军新兵诺曼
/

罗根2勒曼饰
0

初上战场!即奉命与以)老枪#

/

布拉德2皮特

饰
1

为首的
-

人坦克小队驱战车)狂怒#开赴

前线$ 在即将完成任务之际!竟遇上纳粹军

团出动!面对敌人殊死围剿!)狂怒#筑成的防

塔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孔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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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 由华谊

兄弟出品的
$+"&

贺岁开篇爱情喜剧 %撒

娇的女人最好命&在京举办)撒娇贺岁#!

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携主演周迅*谢

依霖*隋棠亮相$ 首映发布会!定档
""

月

$(

日$ 片中!周迅会为了追得黄晓明苦学

撒娇术!对于结果如何!她在现场大卖关

子1)反正影片最后有彩蛋#$

%撒娇女人最好命&改编自罗曼夫的

情感书籍%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由彭

浩翔执导!讲述了周迅饰演的)撒娇绝缘

体#勤学撒娇术!)苦追#黄晓明的故事$

最终是否能取得撒娇真经0 周迅吊足了

观众胃口1)反正影片最后有彩蛋$ #

对于是否会将学到的撒娇术用到现实

老公高圣远身上!周迅说!)有些男人就不太

吃这一套!生活中的我不是这样的!他也不

会对我撒娇#$ 虽然现场未见男一号黄晓明

的身影!但机智的他通过电话效仿了片中桥

段!现场送给周迅)情人券#!并表示将在
$2

日召集媒体*观众现场)大尺度#撒娇$

!

吴平
"

!"#$

彭于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