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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凭借《铁梨花》再火一把

巍子：我拒绝“父子档”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本报讯（记者 赵晓

峰）著名演员巍子、陈数在
2010年的感恩节当天收获

一份大礼，在25日举行的

济南电视台2010感恩盛典

上，两人双双凭借电视剧
《铁梨花》获得济南地区
2010最受观众喜爱的男女

演员大奖。《老马家的幸福

生活》、《金婚风雨情》、《铁

梨花》、《媳妇的美好时

代》、《隐形将军》等优秀电

视剧获得了济南地区2010

最佳收视大奖。

济南地区2010最受观

众喜爱的男女演员竞争更

是异常激烈，《金婚风雨

情》中的胡军、周韵；《老马

家的幸福生活》中的林永

健、于和伟；《媳妇的美好

时代》中的海青、黄海波；

《隐形将军》中的黄觉、祖

峰；《杜拉拉升职记》中的

王珞丹、李光洁；《黎明之

前》中的吴秀波都是夺奖

热门人选。而陈数、巍子凭

借《铁梨花》中的精彩表演

赢得了泉城观众的普遍认

可，在2010感恩盛典颁奖

现场，巍子说：“金杯、银杯

不如观众的口碑，受到观

众的好评，客观地讲，这是

意料之中的。但是没想到

会受到这么多的好评，或

者评价会这么高。我一向
不喜欢出席这类颁奖礼，

但由于特别喜爱赵元庚这

个角色，这次是破例前来

领奖。”

凭借电视剧《铁梨花》

的精彩表现，巍子获得了

“2010最受济南电视观众欢

迎的男演员”称号。25日，正

在拍摄高群书的新片《一场

风花雪月的事》的巍子到济

南出席活动，接受了本报记

者专访。

高片酬是市场说了算

记者：当时有没有想

到《铁梨花》能火？

巍子：一点也没想到

《铁梨花》会这么火，在济南

电视台收视率最高达到了

14.95%，要知道新闻联播的

收视率也才15%。这个戏不

仅有中年阶层的人在看，还

有许多80后的年轻人也在

看，网上的点播率也非常

高。这部戏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把江湖、家国、宅门融

合在一起，之前很多戏都是

单纯地讲江湖、家国、宅门

的故事，很少能把这三方面

结合得这么好。

记者：这个角色跟你之

前演的角色不太一样，你是

怎么把握这个角色的？

巍子：我之前的角色

都比较儒雅，这个角色跟

我的性格差距挺大，对我

来说是一个颠覆。赵元庚

是一个有“狼性”的男人，

他性格霸气，很有人格魅

力，达到了一个男人的极

致。我在演绎这个角色的

时候去掉了自己身上和角

色不相符的地方，尽量往

人物身上靠。

记者：有人说《铁梨

花》后你的片酬大涨？

巍子：片酬不是演员说

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制片
方给你高片酬是看中了你能

给他们带来高收入。制片方
都不傻，不可能随便投钱，还

是看中了演员所带来的收

益。

“戏霸”是个误传

记者：现在接戏的标

准有没有改变？

巍子：那肯定的，《铁

梨花》拍得这么好肯定会

影响，口味会越来越高，选

戏也会越来越挑剔。但是

我选戏没有固定模式，不

管是什么人物，只要是好

的剧本，人物写得丰满，能

够打动观众就行。

记者：有人说你是“戏

霸”，经常会抢戏修改台

词。

巍子：“戏霸”绝对是

误传，但是我会修改台词，

好的戏太少，“注水肉”太

多、掺假的太多、粉饰的太

多，这也是我现在接戏越

来越少的原因。而《铁梨

花》这个剧能这么火，也跟

现在缺少好本子有一定关

系。

记者：现在在拍什么新

戏？

巍子：高群书导演的

“风花雪月”(电影版《一场

风花雪月的事》)，已经拍

了一个月了，我在里面扮

演刑警，跟黄晓明还有两

个韩国演员演对手戏。

记者：高群书导演的

《西风烈》看过吗？

巍子：《西风烈》我没

有时间看。(记者：票房没

有达到预期。)对，票房才

六千多万，跟《风声》票房
差得挺大，所以这部新片

高群书非常努力，《西风
烈》给他的打击挺大，他应

该也想争口气，毕竟投资

方也投了不少钱。

我不会跟儿子合作

记者：你儿子主演了

《日照重庆》，感觉如何？

巍子：说实在的，我没有

看过这个电影，不是故意不

看，而是没有时间，《日照重

庆》上映的时候我在拍戏，等

到我拍完了，这个片子也下
线了。

记者：还反对儿子进

演艺圈吗？会不会合作？

巍子：我当时反对是

因为我压根儿没有从他身

上发现任何这方面的细
胞，但是没想到，事实证明

我看走眼了。人家现在干

得很好，而且起点比我还

高，所以我觉得很欣慰。我

特别讨厌“父子档”、“父女

档”，因此，我不会跟儿子

合作。

本报讯（记者 赵晓

峰）由“成才”陈思成牵头，

《士兵突击》里的“钢七连

兄弟”再度集结《北京爱情

故事》，近日该剧在京举行
主创签约发布会。集编剧、

导演、主演多重身份于一
身的陈思成，率李晨、张

译、张国强、邢佳栋、张歆

艺、杨幂等主演出席，《士

兵突击》导演康洪雷也到

场祝贺。据悉，《北京爱情

故事》将于12月10日在京
开机拍摄。

电视剧《北京爱情故

事》还未开拍，就被媒体誉

为“士兵版”《奋斗》。该剧

讲述一群在北京长大的年

轻人所经历的命运、情

感、梦想与奋斗的故事。

兼编导演于一身的陈思

成向记者透露，创作这部

戏的初衷源于拍摄《士兵

突击》时他与李晨的一个

想法，“当时我和晨儿都

觉得《士兵》这个戏会火，

我们俩商量着说如果真

火了，咱就撺掇大伙再拍

个不一样的东西。”后来

陈思成闭关创作剧本，秘

密筹备了3年。“许三多”

王宝强专门录制了一段
VCR，王宝强说：“成才，

有才！思成，成了！”

本报讯（记者 倪自

放）以短片《老男孩》走红
网络的筷子组合将在老家
山东开唱。记者获悉，正在

筹备中的山东卫视元旦晚

会将主打“草根梦想”，一

批草根歌手将成为晚会的

主角，以《老男孩》走红的

“筷子兄弟”已确定参加该

晚会，以《春天里》走红的

“旭日阳刚”也收到了晚会

的邀请。

据悉，晚会的草根歌

手是山东卫视《中华达人》

栏目近两年挖掘出来的，

包括泉城版苏珊大妈李道

香、卖鸡蛋的大爷李相银、

摆地摊的沂蒙山歌手公维

明等，目前，从山东走出的

网络超人气组合“筷子兄
弟”也已确认参加这场晚

会。

此外，晚会策划组还

邀请了与这些“草根英

雄”颇有渊源的明星助

阵，如刘晓庆、蔡国庆、付

笛声夫妇等，文化名人于

丹、纪连海、司马南等也

将出席晚会。王宝强、李

玉刚、汪峰也有可能在晚

会中露面。届时，这些大
牌明星将与草根英雄一

对一走上晚会的豪华红
地毯。

据节目组工作人员爆

料，刘晓庆极有可能与深

圳的民工街舞团的小伙子

们混搭，或与安徽霍邱的

农民歌手徐宏东一起走上

红地毯。晚会总导演鹿郡

还表示，由草根与耀眼明

星混搭携手走过红地毯是

一次创举，同时也在考虑

让明星与“草根英雄”在具
体节目表演上有更多的合
作。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近日，安徽卫视单方面宣布将

删除《金婚2》(又名《金婚风
雨情》)中的植入广告，引来网

民和观众的支持，制片方却第

一时间表示反对，甚至要将安

徽卫视告上法庭，成为近期热

议的事件。记者25日在网上

看到，两段删除植入广告后的

《金婚2》视频已在网上抢先

曝光，更有媒体记者声称看到

安徽卫视正赶制“净版”《金婚
2》的播出带。安徽电视台广

告中心主任查道存25日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首度明确表态：

可以不删！但要收费！

目前网上曝光两段删除

植入广告后的《金婚2》，一段

是耿直和舒曼一家老小聚在

一起吃年夜饭，耿直拿出两

个某保险公司的保单，给两

个孙子作为新年礼物，还多

次劝说子女买保险。安徽卫

视将其中家人在一起讨论保

险的戏份全部删掉，耿直给

孙子送完礼物之后，直接是

全家举杯共祝新年的戏份。

另外，舒曼对某品牌冰箱进

行表扬、推荐某品牌植物油

的情节也被删减。

查道存表示：“我们购买

的是电视剧，并没有购买其

中的植入广告。如果制片方

坚持不同意我们删掉里面的

植入广告，我们认为，他们应

该付费。”

本报讯（记者 赵晓峰）

26日，电视剧《属羊的女人》

在省内播出。日前剧组主创来

到济南。

《属羊的女人》以女主人

公杨七妹的坎坷人生为故事

主线，1955年，新中国刚解

放，不少人还沿袭着封建礼

教，民间一直盛传属羊的女人

命苦。杨七妹不但属羊，而且
还是一家七女中的老幺。面对

重男轻女、日夜盼儿的父亲的

漠视，七妹受尽冷漠和责难。

但她却秉持着善良和隐忍，凭

借永不磨灭的坚韧，在打工过

程中敏锐地捕捉到商机，一步

步励志发展。

“李英爱是我最喜欢的演

员之一，最爱她演的‘大长

今’，能接演一个类似的角色，

是件很幸运的事。”杨七妹的

饰演者练束梅将“七妹”比喻

成一朵小白花，虽然经历种种

打压与挫折，却一直坚毅地顽

强生存，最终开出了最美丽清
香的花。“我经常被她的‘大女

人’气度所震撼、所感动，这样

一个以善为德、以德报怨、以

忍为容、以容为解的传奇女子

让我欲罢不能！”

电视剧版《穆桂英挂帅》与电影版的《杨门女

将》“撞车”了。大型古装传奇剧《穆桂英挂帅》24日

在横店开机，而电影《杨门女将》也正在此处拍摄。

苗圃扮演的电视剧版穆桂英和张柏芝出演的电影

版穆桂英从拍摄开始就PK上了，显现了穆桂英题

材的火热。 （小易）

2010年济南观众最喜爱陈数巍子

陈思成自编自导自演

“钢七连”集结《北京爱情故事》

山东卫视元旦晚会主打草根

筷子组合将开唱

《金婚2》广告门再起波澜

电视台：不删广告就收费

练束梅出演中国版“大长今”

赵晓峰 摄

陈数 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