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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先生》：一部情感宝典
解读都市情感指点迷津
青春是荧屏的一大主题。昨天，
都市情感剧《恋爱先生》登陆荧屏。这
部剧由姚晓峰导演，靳东、江疏影等
主演。《恋爱先生》更像是一部情感宝
典，剖析解读情感困惑。在东方卫视
的安排下，记者采访了剧组。

本报专访《恋爱先生》剧组
看点 1 “恋爱先生”解读情感
这些年，靳东的人气不断攀升，演
出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而且，在戏路
上，也在尝试不一样的荧屏形象，进行
着新的尝试。
这不，在电视剧《恋爱先生》中，他
俨然成了一位“恋爱专家”。靳东演的是
一位在牙科诊所工作的牙医程皓。帮别
人出谋划策追求女孩，是程皓一大业余
“爱好”。因此，程皓也获得了“恋爱先
生”的“美誉”。不过，这位“恋爱先生”自

看点 2

己却没谈什么恋爱。
无巧不成书，一次偶然，程皓与罗
■相遇，一场欢喜冤家的戏份就此开
场。程皓的合伙人，这次要程皓帮一个
忙，进行一次“恋爱大战”，因为他发现
自己动了真心。万万没想到的是，对方
竟是程皓曾经的暗恋对象。
这边波澜刚起，那边又来了。朋友
找到程皓，让他帮自己出主意追求一位
女模。

看点 3

异域风情带来惊喜

程皓的角色设定接地气，在他的 身上体现了情感的成长。此次靳东在

外形上也进行了适当改变，柔软
一些，更加切合角色的设定。
而程皓和罗■在剧中更是
一路相“怼”。对“怼”的这种方
式，主创们认为，这是年轻人特
有的一种表达方式。
在江疏影看来，角色和自己
的契合度很高，这对于演戏来
说，并非好事。因为人最难演的
是自己，不过，幸好扛过来了。

扬州两部微电影获奖
《“

报痴 ”罗永庚 》截屏

机关相关主题宣传创意大赛优秀奖等。此外，还
受邀参加第二届中国潍坊（峡山）金风筝国际微
电影大赛颁奖盛典。
“公益扬州”微电影大赛已经成为扬州微电
影的一大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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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荧屏上闪耀出一道光
芒，对于剧组来说，唯有诚心以
待，为更好表现都市人的多彩生
活，剧组赶到美国拉斯维加斯、
比利时等地取景拍摄，当地的特
色建筑、风光在剧中呈现，这对
观众来说，无疑是一个“彩蛋”，
带来惊喜。同时，也让剧集散发
出时尚的气息。 记者 桂国

《讲述西藏》
丛书出版

本报讯 （记者 王鑫 ）记者昨获悉，我市两部微

电影在第二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征
集展示活动中获奖，《“报痴”罗永庚》《船风》通过
别样的人物故事和拍摄视角，传递出正能量。
此次活动由中宣部宣教局、中央网信办网络新
闻信息传播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举
办，扬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扬州中艺传媒申报的
微电影《“报痴”罗永庚》和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总台）申报的微电影《船风》分别荣获二、三等奖。
市微电影协会主席潘林称，协会成立两年多
来成员队伍不断壮大，制作微电影上百部，扬州
微电影发展势头蓬勃。作品斩获全国、省级等奖
项。其中，《十年踪迹十年心》被评为全国法院十
佳微电影评选优秀作品，《飞走的房子》获市检察

看望多年小师妹

汪琴寒冬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 王鑫 ）虽是三九寒冬，却
有暖意融融。昨日，著名扬剧表演艺术家汪
琴带着爱心人士，前往多年前的小师妹刘
铃家中，不但送上了大米、牛奶等物品，还
有5000元现金。
“多年前，我和刘铃同一批进入扬剧
团，她是小师妹，当时身体条件可好了，非
常柔软，多高难的动作都能做。”汪琴回忆
道，“可惜的是，后来刘铃转业了，没有坚持
下去，但是我对小师妹一直牵挂在心。”
几年前，刘铃中风，卧床不起，而她的
孙子、孙女都有病患，这就让家庭的经济状
况一直陷入困境，而汪琴也始终都在关注
着这一家，几乎每年都会上门探望。今年，
好几位汪琴的戏迷自发组织起来，和汪琴
一道前来送温暖。让人觉得可喜的是，刘铃
的孙女去年结婚了，还生下了一个胖小子，
这也给这个家庭增添了喜气。

中国音乐剧场《霸王》
纽约上演获好评
新华社纽约电 中国音乐剧场《霸王》11

真心换真情的故事

《恋爱先生》破解的是当代都市青 知，而在一系列的矛盾中，真心和真情
年情感困惑。主角们对程皓纯粹的感情 是化解矛盾的一把钥匙。
江疏影在剧中扮演罗■，她把这个
观很是认同。在他们看来，得到得越容
易，失去得也就越快。而《恋爱先生》就是 角色形容为“仙人掌式”都市女性。独立
在表现一个真心换真情的故事。剧组也 的外表，看起来生命力很强，但内心也
希望这部戏，能成为青年们的情感宝典， 渴望被温暖。“其实刺猬也会比兔子更
如果有感情困惑，不妨去看看这部戏。 需要拥抱。”这句台词，表达着这部电视
其实，《恋爱先生》也在表达一种差 剧的主题，剧中的女性角色，也是多种
异，那就是男人、女人对情感的不同认 女性人生、命运的“合体”。

播报

新华社电 华文出版社日前出版《讲述西
藏》丛书（全三册）。
这套丛书图文并茂，以点带面，综合运
用了历史档案、文献记录、现场访谈等手
法，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示了西藏
和平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
社会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百姓生活、宗
教信仰、文化传承、生态与环境保护等方面
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日在纽约亚洲协会上演，一个小时的演出获
得观众高度好评，谢幕时掌声经久不衰。
演出分为《初鞘》《红颜》《冠勇》《楚围》
等8个部分，使用琵琶、阮、古筝、笛箫等中国
传统乐器，讲述了西楚霸王项羽的人生故
事。
演奏主要围绕项羽人生中的重要经历
展开：琵琶和大鼓的交织呈现项羽与刘邦的
对抗，笛箫与琵琶的融合演绎项羽和虞姬缠
绵悱恻的爱情，中阮和打击乐展现了激烈的
巨鹿之战……
上海民族乐团青年琵琶演奏家俞冰担
任主要演奏者。他告诉记者，音乐剧场是一
种全新的表演形式，以器乐演奏为主，结合
肢体表演，再配上舞台设计和效果，增强了
音乐的感染力。
肢体演员是作品的一个创意，用来帮助
观众理解故事走向。俞冰说，演员第一次出
场是项羽与虞姬相逢的时刻，肢体表演的是
项羽，但戴的是虞姬的面具。演员的表演展
示出项羽和虞姬情感的互动。
整场演出与传统的民乐音乐会有很大
不同。俞冰说，传统音乐会演奏的曲目缺少
故事连贯性，而《霸王》的最大创意在于所有
演奏者和他们的乐器都有角色，在舞台上的
叙事是连贯而有脉络的。
据介绍，作品的另一处创新是演奏中加
入了西方乐器和现当代演奏技巧，在表现鸿
门宴的乐曲的编曲中也加入了当代音乐语
汇。

美国评论家选择奖颁发

《水形物语》《大小谎言》称雄

新华社洛杉矶电 美国评论家选择奖颁奖典 《凭空而来》夺得了最佳外语片奖。《神奇女侠》夺
礼11日在洛杉矶举行。《水形物语》与《大小谎 得最佳动作电影奖。《大病》获得了最佳喜剧电影
言》各夺得4个奖项，分别称雄电影和电视类奖 奖。最佳科幻／ 恐怖电影是《逃出绝命镇》。
项。
在电视剧方面，《大小谎言》继续强势表现，
获得14项提名的《水形物语》最终拿下了最 摘取最佳有限剧集等4个奖项。《使女的故事》和
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配乐奖。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分获剧情类最佳剧集奖
执导该片的墨西哥导演吉列尔莫·德尔托罗荣获 和喜剧类最佳剧集奖。
最佳导演奖。这是他继7日斩获金球奖最佳导演
由美国广播影评人协会和广播电视记者协
之后的又一重要成绩，也使他成为本年度奥斯卡 会评选的评论家选择奖是好莱坞颁奖季的重要
奖最佳导演的热门人选。
奖项之一，也是每年奥斯卡奖的风向标之一。
由美国福克斯探照灯电影公司发行的《水形
物语》聚焦上世纪60年代冷战时期的美国，讲述
了一名在政府秘密实验室工作的女清洁工与一
个被关押的人形两栖怪物在长期接触中产生情
感并帮助他出逃的故事。
加里·奥尔德曼在传记片《至暗时刻》中精彩
演绎了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一举夺得最
佳男主角奖。弗朗茜·麦克多曼德则凭借在《三块
广告牌》中塑造的坚毅母亲形象，获得了最佳女
主角奖。两人此前也分别夺得了金球奖剧情类最
佳男女主角奖。
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的分别是山姆·洛克威
尔（《三块广告牌》）和阿丽森·詹尼（《我，花样女
王》）。
《 水形物语 》 海报
《寻梦环游记》夺得最佳动画片奖。德国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