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5

娱乐

2018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五 责编 柴用君 编辑 刘小红

著名演员黄轩
担任甘肃旅游形象大使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
记者王思璇 实习生安进燕）黄轩
成为甘肃旅游形象大使啦！在近
日召开的“丰收了·游甘肃”新闻
发布会上，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党 组 书 记 、厅
长、文化博览局局长陈卫中为甘
肃籍演员黄轩颁发了甘肃旅游形
象大使证书。活动现场，黄轩讲
述了自己与家乡的故事，并首次
发布了黄轩代言甘肃旅游形象宣
传片和宣传海报，让许多现场的
嘉宾和“轩粉”们先睹为快，大饱
眼福。

本次邀请黄轩出任甘肃旅游
形象大使，
是甘肃旅游首次推出品
牌形象大使，
也是黄轩作为影视演
员，
首次为自己家乡旅游代言。
近年来，甘肃旅游人次和综
合收入持续井喷式增长，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绚丽多姿的自然
风光，吸引海内外游客到此感受
如意甘肃的独特魅力，荣登世界
著名旅游指南《孤独星球》
“2017
年亚洲最佳旅行目的地”榜首，并
入围《纽约时报》
“2018 年全球必
去的 52 个旅游目的地”
。
此次担任甘肃旅游形象大使，

黄轩随团队到甘肃张掖、
嘉峪关、
敦
煌等地实景拍摄，
用自己的亲身感
受向大家讲述如意甘肃的美食美
景，
充分展现了他助力家乡旅游发
展的赤子情怀。
发布会后，由黄轩代言的甘
肃旅游形象宣传和宣传海报将在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陕西等主
要客源市场城市卫视和广告平
台，以及相关网络平台集中投放，
进一步提升甘肃旅游的知名度和
美誉感，让“交响丝路、如意甘肃”
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家喻户
晓。

陈卫中为黄轩颁发甘肃旅游形象大使证书。
黄轩是地地道道的甘肃人，
著名演员，
1985 年 3 月 3 日出生
于兰州，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2007 年进入影视圈以
来，
出演过《芈月传》、
《芳华》等多部电影和电视剧，
曾获得
“第三
届文荣奖”
最佳男主角奖、
“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年度最受喜爱
的品质剧星奖、
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男主角”
提名、
第六
届
“十大华语电影”
年度男演员奖等奖项。
黄轩代言的甘肃旅
游形象宣传海报
（甘肃旅游网）

乔大韦：角色万人恨，
但是我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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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都“恨”的范金有乔大韦很爱
“爱他，才能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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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饰演的范金有是
一个反派么？”
“ 您觉得范
金有是剧里的反面担当
么？”对于无数采访开头抛来这样的问题，演
员乔大韦有些哭笑不得。这个令记者产生
如此疑问、让观众众口不一的角色，来自正
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苏卫视幸福剧场，
爱奇艺、腾讯视频热播的电视剧《正阳门下
小女人》。剧中，乔大韦饰演的街道小干部
范金有，爱财自私，心胸狭窄，不仅处处与女
主角徐慧真（蒋雯丽 饰）作对、惹是生非，还
挪用公款，教唆儿子侵吞公司财产，可以说
是一个浑身缺点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小
人物，乔大韦却演出了幽默可爱的一面，连
他自己都说，
“范金有可气、可爱、可怜，却并
不是一个坏人。
”
近日，针对多面“老干部”范金有，乔大
韦分享了自己戏里戏外的
内心感悟。

登线
刊热

在《正阳门下小女人》中，乔大韦饰演的
范金有一系列表里不一的行为惹得网友众
怒，纷纷吐槽“范金有这个人太讨厌了，真是
坏的很！ ”、
“ 范金有有完没完，我看他吃花
生米我真想拿花生米把他呛死！但是话说回
来，也证明人家演的好呀！”
范金有几乎算得上是“最大反派”，他坏
的有理由，却不只有坏这一个脸谱。面对这
样一个复杂的角色，乔大韦却用三个“可”来
形容他：可气、可爱、可怜。
“可气，因为他办的
全是气人的事，剧里馊主意、坏主意大多源于
他；可爱，我觉得这人不是一个坏人，
只是思想
偏差，
爱开小差，
领会意图总不全面，
所以办出
可气的事；
可怜，
纵观这个人物，
他是改革浪潮
当中的弄潮儿，定会有事业上的磨难，家庭又
被陈雪茹‘欺负’，工作上又有不如意，感情上
也不那么有主动权，
所以他的一生都是被压抑
的。
”
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完美，甚至有很
多瑕疵。他们会哭，会笑，会算计，甚至有情
有义，他们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人。乔大韦认
为，范金有就是这样一个被时代造就的、落地
的人：
“因为这个角色很真实，很饱满，是个值
得演绎值得去看的圆形人物：既常常刁难徐
慧真，十分欠揍，又仗义为雪茹，特别可爱；还
有自己一直以来不想丢的各种小心思、还有
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萌’。”乔大韦深
知演员只有爱自己的角色，站在角色的角度
和立场思考行事，才能让观众相信。面对角
色的争议，乔大韦坦言会接受大家对角色的
批评、对角色任何的看法，
“ 因为只有更全面
的交流才会让角色更丰满，有辩论和交锋，也
更证明角色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引起了观众
的思考。这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最想合作偶像张嘉译
“不仅想做演员，而且想在这一行中做好”

幼年之时，因为朗诵而开启了
与艺术的缘分，少年之时，看《红十
字方队》而幻想穿上军装；成人之
后，考入军艺决心做一名演员；从
艺多年，乔大韦对表演艺术爱得纯
粹，爱得痴迷。在生活中，他会像
上学的时候一样，时刻注意观察生
活，无论开心抑或难过，为了以后
能够在表演中用到，总会情不自禁
地分裂跳脱出自己，化身“戏精”，
让自己铭记那时那刻的感受，以备
以后的表演所需，
“ 有的时候挺魔
怔、挺气人的”
。
生活中，乔大韦喜欢打篮球、
健身、看电影，除了工作，他把自己
更多的时间放在了陪伴可爱的五
岁儿子身上，一起玩小车、玩滑板、

放风筝。他认为，只有在平凡的日
常生活中，过扎扎实实的生活，体
味人生的温度，才可以让自己一直
保有烟火气，不会因为演绎各种戏
剧人生而远离生活最本真的味道。
对于网络上讨论得热火朝天
的“演技和流量”等问题，乔大韦直
言“这不是一个问题”：
“ 可能只是
个阶段而已。我当然期望影视剧
市场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繁荣。但
是我能做的只是对我的戏负责、对
我的角色和表演负责。也想和更
多的像《正阳门下小女人》这些优
秀的主创合作，想和自己最喜欢的
演员张嘉译合作，想演更多血肉丰
满、可爱复杂的角色。”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丁凯珊
相关新闻

《幸福一家人》登陆北京卫视
家长里短中隐藏“催泪弹”

以 爱 情 为 果 肉 、以 亲 情 为 内
迷离、亲情中的温暖感动，都将成
核。52 集都市情感家庭大戏《幸福
为《幸福一家人》描摹的对象。李
一家人》将于 11 月 11 日起登陆北
立群饰演的“廿四孝老爸”房永福
京卫视，每晚 19:30 起两集连播。 “九十度大转弯”的感人父爱令人
该剧汇集董洁、翟天临、李立群、邱
唏嘘，引人深思，而董洁、翟天临、
泽、何美璇、任运杰、洪佳宁等两岸
邱泽、任运杰等人所演绎的年轻一
实力派演员，从家长里短出发，却
代，则将家庭题材辐射到更广泛的
不仅仅将话题囿于家庭，故事真实
年 龄 阶 层 。 初 入 社 会 的“ 职 场 萌
呈现着现实社会中多样的情感生
新”，人到三十的“中流砥柱”，都将
态。子女与父母的相处关系、事业
在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与家庭的情感碰撞、爱情中的扑朔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平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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