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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啸龙吟》司马懿要站起来

看﹃冢虎﹄如何斗﹃卧龙﹄

“上部司马懿跪着，下部司马懿站起来了，我们用 44 集的篇幅来展现司马懿如何
站起来。”备受瞩目的剧集 《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 (简称 《虎啸龙吟》 )将于今晚
起在优酷独家播出，导演张永新的这番话勾起了众多粉丝的好奇心。
《虎啸龙吟》 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冢虎”司马懿与“卧龙”诸葛亮的对决，权谋争斗
成为一大看点。在近期的网剧市场中，该剧无疑是最受观众期待的作品，有剧评人已预测
它将成为跨年新剧中的爆款。

15 个国家 125 位画家的 65000 张油画叠加而成

油画电影《至爱梵高》明起公映
世界首部全手绘油画电
影《至爱梵高》将于 12 月 8 日
起在全国公映，通过大银幕上
流动的梵高油画笔触，让观众
一览这位后印象派绘画大师
的风采。
据介绍，影片展现了梵高
的一生，以送信人的视角，通
过梵高与弟弟提奥的信件以
及和梵高一同生活过的人们
的回忆，试图还原这位艺术大
师的真实面貌。
据影片宣传方介绍，
该片
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独特的
艺术表现形式。整部电影时长
仅 95 分钟，制作周期却长达 7

年，
制作团队在全世界找了 15
个国家的 125 位画家，深入调
查了梵高生前的 800 封书信，
一共画了 65000 张油画，然后
以 12 幅/秒的速度叠加成这部
油画电影作品，让梵高笔下阿
尔勒的卧室、
罗讷河上的星夜、
麦田里的乌鸦栩栩如生。
该片在今年第 20 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爵奖最
佳动画片奖。在电影中为“梵
高”进行中文配音的音乐制作
人张亚东说，希望通过独特的
影像表达，让观众更好地理解
梵高的艺术人生。
据新华社

萧敬腾拒绝
“雨神”
称号
近日，萧敬腾参与爱奇
艺综艺节目 《冒犯家族》 的
录制后发布微博，抱怨“用
脑过度”，面露疲惫之态，引
发网友猜测是否因为录制太
累所致。据悉，在该节目录
制现场，萧敬腾彻底“放飞
自我”，不仅表态自己“不想
做雨神”，甚至在录制期间强
行“罢录”
。
节目中，萧敬腾大秀唱
功，尽展“戏精”般演技。
在“冒犯家族”成员的引导
下，萧敬腾现场模仿了一些
歌手的经典唱腔，展示了完
美的清唱实力，而在与“冒
犯家族”互动火花不断的同
时，萧敬腾还频频给自己加
戏，令家族成员难以招架。
然而，一派祥和的录制
现场却出现了不小变数。在
情景剧环节，为了撑够节目
时长，萧敬腾“被迫”连唱

两小时，而在表演过程中萧
敬腾几度奔溃到要“罢演”，
甚至怒揪评委衣领表示“你
仔细看看我萧敬腾到底是
谁”。除此之外，他还在节目
中首度表态对“雨神”称号
的看法。通常说起萧敬腾，
都会让人联想到“雨神”，而
在节目现场，面对众人对他
“走到哪儿哪儿就下雨”的调
侃，萧敬腾首次作出回应，
表示自己拒绝被称为“雨
神”
。
燕南

吴秀波继续饰演司马懿 否认人设被黑化
今年 6 月，优酷超级剧集《大军师司马
懿之军师联盟》
（简称《军师联盟》）凭借全
新视角的三国故事和电影级的制作水准，
赢得了流量和口碑的双丰收。截至收官，
《军师联盟》在优酷的播放量超过 60 亿，豆
瓣评分 8.1 分，斩获 《新周刊》 2017 中国
视频榜“年度热剧”荣誉。即将于今晚在
优酷独播的 《虎啸龙吟》，以司马懿的后
半生为主线，将展现群雄割据波澜壮阔的
后三国时代。
相比较于《军师联盟》，
《虎啸龙吟》最

大的看点聚焦在司马懿和诸葛亮之间惺惺
相惜却又不能共容的争斗上。吴秀波继续
扛鼎司马懿，王洛勇饰演挥斥方遒的神级
诸葛亮，
两大戏骨剧中上演
“龙虎斗”
。
吴秀波近日出席该剧开播发布会时，
否认网友热议的司马懿人设被黑化说法，
“ 《虎啸龙吟》 借助了历史，也借助了历
史上很多有名的人。我们要讲清楚的就是
人性，要讲清楚人性里面的爱和美，同时
也要讲清人性里面的欲望和自私，还有人
性的恶。
”

刘涛张钧甯“争宠” 吴秀波自曝最怕刘涛
作为其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刘
涛、张钧甯、唐艺昕等人在 《军师联盟》
中的表演让人印象深刻。在 《虎啸龙吟》
中，张钧甯饰演的柏夫人能否帮助司马懿
东山再起？她和张春华 （刘涛饰） 围绕司
马懿的争斗将如何分胜负？司马懿在剧中
又最怕谁？在新剧发布会上，吴秀波就感
慨“女人心海底针”
，“这一年，只要刘涛
在，我就不敢跟张钧甯讲话。”他半开玩
笑地回应“怕刘涛”的梗，“我们要进入
家庭情境，在片场最为尊奉的就是张春

华，基本上是她走在前面我搀着她，无论
拍摄现场还是收工吃饭，我们都是这样。
”
值得一提的是，唐艺昕在剧中首次挑
战从少女到皇太后这样年龄跨度颇大的角
色，还养了一个儿子。
谈到驾驭皇太后这一
角色时，唐艺昕坦言，一开始接到剧本看到
皇太后这一段的确很不自信，因为从来没
有演过年龄跨度这么大的角色，但是导演
张永新的话给了她信心，
“不需要刻意扮老
或作老态状，更需要的是从心出发，由内而
外去找这个角色”
。
记者 庞锦燕

分手了，要不要对前任
“取关”
？
听听《爱情找对门》的嘉宾怎么说
恋爱中的男女分手了，是
继 续 和 对 方 保 持 联 系 ？还 是
“果取关”
（网络语：果断取消
关注）？明晚深圳卫视交友节
目《爱情找对门》就出了这么
一道爱情难题。主选男嘉宾的
建议是：微信拉黑，电话拉黑，
和前任老死不相往来。对于这
一观点，男女嘉宾展开激烈辩
论，就连男嘉宾的妈妈也加入
“战斗”。而这一切的背后，原
来还有两段伤心往事。
女朋友经常闹分手怎么
办？兴趣相投比兴趣互补更幸
福？
《爱情找对门》的话题层出
不穷，也揭开了情感世界的各
种小秘密，本期主选男嘉宾抛
出难题：
“ 你现在跟前任保持
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女嘉宾
对待前任可以说是够绝情，
“微信互删、拉黑，电话号码拉
黑，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她也
为对方保留了一丝温度，
“偶

尔会跟朋友打探一下他最新
的生活动态”，甚至希望自己
过得好的话，“可以匿名帮他
一把”。这样对待前任，现任
是否有意见？台上的男嘉宾
就有点不开心了，“这份善良
的心意我可以理解，但是，我
觉得世界上有更多需要我们
帮助的人。
”
接着，男嘉宾分享了自己
的过往，原来这个问题是“一
个受伤者来自心灵深处的发
问”，在他过往的两段感情中，
女友都与前任保持联系，最终
令他受到伤害。而女嘉宾从另
一个角度进行了解读：
“ 希望
前 任 过 得 好 一 些 ，这 并 不 是
爱，
是对那份感情的尊重。
”
虽说涉及情感问题没有
正确答案，但如果分手了，断
不断交其实不重要，内心真的
放下并且释然才是关键。
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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