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亚文配音神似金城武

陈凯歌点赞
上周六晚，湖南卫视原创声音魅力竞

演秀《声临其境》“年度大秀”上篇如约播
出。“百变声魔”朱亚文在节目中再度凭借
自己可塑性极强的声音功力震惊了观众。

朱亚文邀请十年好友宋佳助阵声音
大秀，两人合配电影《喜欢你》的桥段，他
用实力上演了什么叫“开口跪”。 导演陈
凯歌更是给出“天衣无缝”的超高评价。
下周六即将播出《声临其境》“年度大秀”
大结局，究竟朱亚文能否一路开挂夺冠，
让我们拭目以待。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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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国》央视播出

杨烁动情读信

近日， 央视人文艺术类节目《信中
国》在 CCTV-1黄金档播出。 在节目中，朱
军携手杨烁、杨洋、张少华、蒋勤勤、唐国
强五位信使，带来朱德、黄继光、黄继光母
亲邓芳芝、江姐、聂荣臻的多封书信。

信使杨烁在节目中， 打开书信带领
大家走进时空隧道， 穿越到朱德司令写
下信件的 1937 年，他掷地有声地完成了
两封书信的念读。 杨烁在念到朱德总司
令写给妻子陈玉珍的书信“至于那些望
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一处时，
被伟人的深情大义所打动，一度哽咽，难
掩其硬汉柔情。 （据新华网）

刘烨、雷佳音、李光洁各展魅力
刘烨饰演的吴争，

是 40 岁、业务能力很强
的机长， 不过天性散漫
爱自由、依然保有少年之
心。 40 岁的刘烨给外界
的形象也是个老男孩，有
种本色出演的感觉，这种
演技潜移默化，挺有高级
感的。 比如有一个细节，
吴争在车里回忆前妻，他
的眼中真的就含了一半
的泪， 少了不够有感染
力，显示不出深情和对过
往的追忆， 多了不够内
敛， 不符合中年男人那
种钝与克制。 真正的
好演员， 没有那么多
情绪波动， 却可以让
你感到暗流涌动。 另
外，吴争这个有点小耿

直的中年人，一急就会有
点小结巴，刘烨的这个处
理也很到位。

网友对刘烨的评价
也多是好评，“说刘烨没
演技，油腻，那是眼瞎。刘
烨演技还是没得说的。 ”
“毕竟是在电影、电视、话
剧三个领域都有经典代
表作的好演员。”“刘烨的
演技就是自然派，看一遍
觉得不错虽不会有演技
爆棚的惊艳感，但是再看
你会觉得自然走心。一个
明星能演得让人觉得这
是身边的普通人，我觉得
这就是演技。 ”

雷佳音在剧中饰演
的史非读书时是学渣，如
今开着教广场舞的机构。

雷佳音特别搞笑，史非第
一次在派出所见到林小
欧还在整理衣服，一边把
衣服塞裤子里，一边作出
心花怒放的表情，被网友
赞：“好可爱，好喜欢雷佳
音，感觉他的一举一动超
自然，跟林依晨互怼的时
候好好笑”。

李光洁在剧中友情
客串阿岳———曾经的医
生，因为医闹改行开了酒
吧。 三个好哥们，互怼起
来丝毫不留情面。网友笑
称：“他们怼起来让人笑
喷， 但这三兄弟的感情
真的是杠杠的， 可谈人
生， 可喝酒， 是真正的
朋友才能这么肆无忌
惮，不分彼此”。

《老男孩》热播

3 个“老男孩”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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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售
武侯路农资公司附近易慧苑小

区临街楼四楼三室一厅 150 平方米
带电梯，另有地下室，采光好，交通便
利，乘坐 1 路、23路即可到达。

联系电话:13503777062

南阳创赢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11329000025807） 根据股东会决议，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将注册资本从 500万元
人民币减至 50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可
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南阳创赢实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3 日

业务范围集成吊顶，生态木吊
顶，矿棉板吊顶。

联系电话：15188455667

专业吊顶

南阳市橄榄出租车公司车主张
敬伟声明转让豫 RT0459 号经营使
用权，特此声明。 转让人张敬伟。

南阳市橄榄出租车公司车
2018 年 3 月 13 日

声明

电视剧《老男孩》正在湖南卫视热播。 剧中，刘烨出演的机长吴争年近不惑，
某天突然得知自己有一个 16 岁的儿子萧晗， 刘烨先是不愿意承认这段父子关
系，后来逐渐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爱情线不够 友情线来凑
5 年没演过电视剧的林

依晨和 3 年后再上荧屏的
刘烨在剧中有条爱情线，不
过，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和金
马奖最佳男主角组成的这
对 CP 让不少人觉得尴尬，

“中年男人与轻熟女之间的
相爱相杀，怎么看都不是那
么自然。 ”但不少网友表示，
“我是冲着剧中的三个老
男孩追这部剧的。 ”

如果说刘烨和林依
晨组 CP 有些水土不服，
那么李光洁和雷佳音都
在剧中给予了吴争无
私的体贴和关怀，男性
友谊最真挚的一面在
《老男孩》 中有细腻呈
现。 三个老男孩都算
是各自行业的精英，

只不过都还有着各自的困
惑，这容易让男性观众引起
共鸣， 而女性观众则能通
过该剧体察男性的思维活
动和行事逻辑。 不少网友
认为，《老男孩》 治愈都市
人心灵的同时， 以现实层
面话题内容唤起他们对美
好生活的憧憬与共鸣。 剧
中， 男孩成长为男人经历
了阵痛、 复苏再砥砺前行
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种自
我治愈与成长。 正如剧中
刘烨在“突然当爹”的过程中
告别了男孩的不羁， 逐渐融
入家庭， 承担起为人父的责
任。 剧中过来人文姨解答了
刘烨心中的疑惑：“谁天生下
来就会当爹？ ”

（据《广州日报》）

林依晨

刘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