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连线“最年轻华语戛纳影帝竞逐者”

董董子子健健：：如如果果获获奖奖我我想想我我会会哭哭

金金钟钟国国争争““时时尚尚王王””下下跪跪拉拉票票遭遭吐吐槽槽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
雨涵） 由优酷土豆联合韩
国SBS Plus共同制作的首档
时尚真人秀《中韩时尚王:箱
子的秘密》本周将迎来第二
轮个人战。在“复古时尚”的
主题下，张亮、张弛对节目越
来越熟悉，两人带领中国队
愈战愈勇。金钟国下跪拉票
的举动不仅震惊了全场，还
遭到本国队友的不屑吐槽。

进入个人战比拼环节，
在前两轮比赛中获得全场第
一的金钟国和郑斗泳，对新
挑战可谓志在必得，两人不

但保持了前两套服装的设计
水准和多功能性，还不惜暴
露年龄，将自己的生肖融进
了服装设计中。

到了拉票环节，求胜心
强且综艺经验丰富的金钟国
又出奇招，这次他突然走到
台前双膝下跪向观众拉票，
这一举动让所有明星和设计
师们都惊呆了，中方时尚主
持人Linda更是直呼：“这怎
么玩啊？用衣服比拼好吗？别
用膝盖。”在韩国，艺人向观
众行下跪礼是比较常见的，
但在中国“男儿膝下有黄金”

的传统观念中，这样的“大
礼”还是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金钟国的这一突然举动也遭
到了本国队友高兑溶的不屑
吐槽：“我觉得他们这套衣服
设计一般，下跪得来的分数
宁可不要。”

经过前两轮的激烈比
赛，远赴他乡进行比赛的中国
明星和设计师逐渐跟上节奏，
表现得一次比一次好。被韩国
队视为最强竞争对手的张亮
开始越来越多地展现自己的
时尚理念，对每件出场服装他
几乎都要专业点评一番。

“跑男团”集体

当“特务”

《归来》和《亲爱的》

硬碰硬争华鼎

本报讯（记者 邱祎） 第
16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满意度调
查组委会日前公布了提名名单，
张艺谋的《归来》以 7项提名领
跑，而拥有6项提名的陈可辛的

《亲爱的》将与之在最佳导演、最
佳男女主角三个分量最重的奖
项上一决雌雄。

本届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共
设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男女
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锐导
演、最佳新人终身成就奖等十余
个奖项。其中，最受关注的最佳影
片、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角等几
个奖项的争夺主要在《归来》、《亲
爱的》、《黄金时代》、《匆匆那年》
四部影片中展开。以《归来》为例，
导演张艺谋和男女主演陈道明、
巩俐将与《亲爱的》导演陈可辛以
及男女主演黄渤、赵薇一争高下；
而凭借《归来》入围最佳男女配角
的郭涛、闫妮则将与《匆匆那年》
的郑恺、《黄金时代》的郝蕾杀到
最后。

最近电影《亲爱的》深陷“抄
袭门”，好在陈可辛的公司发表
了公开声明，称其故事创作灵感
来自于2011年央视《新闻调查》
及《看见》两个专题报道，与《失
孤》没有任何关联，是独立原创
作品。对此，组委会秘书长王堃
表示，《失孤》与《亲爱的》究竟谁
抄袭谁，他不便定论，但华鼎奖
是以调查数据为准绳，所以这样
的插曲不会影响两部作品的公平
竞争。

本报讯（记者 邱祎） 本周
五21：10，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
将以中国古典元素为主打，推出
以神秘的明朝“东厂”和“锦衣卫”
为主题的“厂卫特辑”，连同吴奇
隆、陈乔恩、杜淳三位大咖一起带
观众回明朝看看“东厂”和“锦衣
卫”那些事儿。

节目中，“奔跑团”身穿飞鱼
服、腰佩绣春刀，化身明朝的“锦
衣卫”和“厂公”行走于大内紫禁
城。一开场，古装武侠大片的即视
感扑面而来。古装剧大咖“四爷”
吴奇隆、“东方教主”陈乔恩加入
了以陈赫为首的“锦衣卫”。吴奇
隆穿上“锦衣”帅气无比。杜淳则
加盟“东厂”成了对抗“大黑牛”李
晨的秘密武器，两人代表了各自
阵营的“最高武力者”，在节目中
有一番惊心对决。

作为明朝两大特务机关，节
目中的“东厂”和“锦衣卫”中分别
潜入了对方的间谍，令节目更添
几分悬疑色彩。面对这样的设定，
双方队长表现各不相同，锦衣卫

“陈指挥使”在节目中依然保持
“天才”本色，总是一副成竹在胸
的得意模样；东厂“邓厂公”却好
似周董唱的那首《公公偏头痛》，
对于“卧底”的事头痛不已，不但
在游戏中对那些举止稍有不当的
人投去怀疑的目光，撕名牌大战
开始前还特意强调队伍中有“奸
细”，并用犀利的眼神扫视属下，
希望能看出破绽，完全投入到“东
厂提督”的角色中去了。

谈新片：

获贾樟柯认可很高兴

齐鲁晚报：走上戛纳影
展的红毯，有什么印象或感
受？

董子健：之前贾樟柯导
演跟我说，电影首映和开幕
式红毯必须打领结，后来我
一疏忽，打了条领带就去了
开幕式红毯。走完红毯，有
个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跟我
说，你第一次来可能不知
道，下次来一定要打领结
哦！我一个土人，真是不知
道该做什么。上红毯前我还
发现我不会系领带，系了半
天没系好，只好随便抓来一
个国际友人现场教学，现学
现卖。

齐鲁晚报：获悉《山河
故人》入围戛纳主竞赛单
元，当时你的心情怎样？

董子健：开心，为团队
开心。贾樟柯导演的片子
一直被寄予期望，我为导
演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我
觉得能来戛纳就已经是很
大的褒奖了（有没有想过
万一拿了影帝这个奖呢？）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这种可
能，呵呵呵，这届的评委有
很多都是我很喜欢的，能
让他们看到我，我就已经
很高兴了。（一点没幻想万
一 获 奖 的 是 你 呢 ？）呵 呵
呵，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今
天回去就好好幻想一下。

（ 顺 便 准 备 一 下 获 奖 感
言？）我啊，我要是获奖就
哭吧（笑）。

齐鲁晚报：贾樟柯导演
有没有说为什么选你演片
中角色？

董子健：贾樟柯导演曾
经跟我说，小董，我在你身
上看到很多中国演员没有
的东西，你在镜头前很自
由。我很高兴，我喜欢的导
演说我在镜头前很自由，而
这个自由一直是我想表达
的东西，他居然把我内心的
话说出来了，我突然觉得自
己好像做对了一些事情，但
每次看到新的作品总是不
满足，总觉得还差点，需要
进步。

谈发展：

我一直告诉自己慢下来

齐鲁晚报：作为圈内知
名经纪人王京花的儿子，你
在电影方面是不是受家庭
影响较大？

董子健：我一直不认
为电影是学出来的，充实
自己有底蕴才能去理解电
影，可能从小看的、听的比
较多，从小花姐（妈妈）就
带我四处颠沛流离（笑），
去谈合同去接触大家眼中
的大咖级演员，所以我吸
收的东西可能跟大家不一
样。可能我基础没那么好，
但我懂得自己的优势和劣
势，充分利用我的优势，慢
慢去改善我的劣势。（劣势
在哪？）不够踏实，一开始
就是在跑的，但其实走的
过程很重要，我一直在告
诫自己慢下来。

齐鲁晚报：你入行不久

就凭《青春派》拿到上海电
影节传媒大奖的影帝，现在
对工作的心态怎样？

董子健：其实心态没有
多大的变化，我还是在努力
学习、努力工作，沉淀自己。
陈道明老师曾告诫我说，演
员看起来表面很风光，实际
背负的东西很多，这对我来
讲是一个忠告吧，让我在这
个圈子里能够静下来，在工
作中保持自己的节奏，保持
自己的个性。

齐鲁晚报：你认为自己
和现在其他那些帅气“小鲜
肉”相比，有哪些不同？

董子健：现在流行小鲜
肉、帅哥美女呀，但我肯定
不是，我不属于那种帅的小
鲜肉类型，我是个普通人，
贴近大家的生活，非典型鲜
肉吧（笑）。

第68届戛纳电影节于当地时间5月13日拉开大幕，
入围主竞赛单元的贾樟柯新片《山河故人》剧组亮相
开幕式红毯，因该片获戛纳影帝提名的中国小鲜肉、
21岁的董子健和获得影后提名的女主角赵涛，成为华
语电影在戛纳的代表。本报记者5月14日通过微信连线
董子健，虽被各方看好，但董子健告诉本报记者：“我
没信心赢，能参与，能来学习，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本报记者 倪自放

链接

本报记者 倪自放

一年一度的戛纳影展拉开
大幕，华语明星在戛纳红毯上的
表演时间也开始了，当然有的带
来惊艳，有的被吐槽，华语明星
戛纳红毯的“走法”各有不同。

第一种，也是电影节上最
为人重视的红毯嘉宾，是入围
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的影片主
创，比如此次中国参赛片《山河
故人》的主演赵涛和董子健。

第二种，是展映片主创、片
商，比如华语片《寻龙诀》导演乌
尔 善 率 主 演 陈 坤 、黄 渤 、
Angelababy、夏雨以统一的“金
色”元素造型惊艳戛纳开幕红
毯，其中陈坤一身黑色西装搭配
领结，帅气中还不忘卖萌；黄渤
戴红色领结精心搭配金色元素，
尤其手拿一根金色骷髅头的权

杖吸睛力强劲；Angelababy一袭
碎花礼服将“女神”的仙气完美
演绎；而夏雨的用心则体现在镶
有金边的鞋子上。此外，《寻龙
诀》剧组还得到戛纳国际电影节
主办方的格外重视，成为在开幕
现场第一排观礼的观众，享受
VIP待遇。另外，章子怡亮相红
毯也是为其主演的电影《太平
轮》做宣传。

在戛纳红毯占据时间较长的
中国女星金巧巧也属于这一类，
虽然她不是片商，但与她携手走
上红毯的她的丈夫、博纳影业总
裁于冬，是戛纳影展的重要片商。

第三种，各种与影展赞助
商相关的人士，比如范冰冰。范
冰冰多次走上戛纳红毯，多是
受其代言品牌的邀请。另外，还
有蹭红毯的，比如张馨予，前方
有媒体同行透露，张馨予走上
红毯的邀请函是其代言的网游
公司花20万买的，且张馨予在
红毯上的穿着也引来无数吐
槽。更有网友评价说，身在国内
的演员李晨，才是戛纳红毯的
最大赢家，因为他的前女友（张
馨予）和现女友（范冰冰）同时
在戛纳引发关注。

戛纳红毯的N种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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