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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饭店》里尽显知性熟女魅力

谁说 40

浙江卫视热播的谍战剧《和平饭店》已经进入收官阶段，剧情不断反转。一向波澜不
惊的陈佳影（陈数饰），在丈夫唐凌惨死后性情大变，劫持了日本军官日下步，让人大跌
眼镜。
近日，陈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了陈佳影的反常举动：“ 唐凌之死，触动了陈佳影的
爆发点。这个角色是‘低开高走’的，观众一定要看到最后。”采访中，陈数还谈到了与雷佳
音的合作、中生代女演员的存在感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话题，尽显知性熟女魅力。

陈数在《和平饭店》里饰演陈佳影

戏
里

高智商台词，背到脑子空白
刚接演《和平饭店》时，陈数发
了一条微博：
“ 我（在戏里）要各种掩
饰、各种撒谎，我要有沉静的一面，
也要有妩媚的一面……”演完之后，
陈数表示：
“ 几乎没人能赶得上陈佳
影的智商。跟她比起来，我本人肯定
是笨笨的。”
1
2年前，陈数和柳云龙合演了
经典谍战剧《暗算》，她在剧里饰演向
往爱情的数学天才黄依依。谈及多年
后再演谍战剧的感受，陈数说：
“ 很多
人觉得陈佳影有些理想主义，但今天
的我，反而会更理解这样的人。我相
信信仰的力量，当一个人有了更高更
大的视野和世界观之后，可以突破个
体生命的渺小、平凡和傲慢，转而关

怀他人。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每个人
都是紧密相连的。认识到这一点，内
心的慈悲感会更加强烈，这在陈佳影
身上就非常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拍摄《和平饭店》的过程，让陈
数吃了不少苦头。她说：
“ 我在剧中
有大量逻辑分析，当时背词背到晚
上睡不着觉。有时在片场因为太疲
劳，突然脑子就一片空白，我只好跟
导演说：你给我一分钟时间，我歇会
儿接着再来。”这些台词和表演还要
配合剧中的推理情节，这给陈数带
来了很大压力：
“ 我要实时观察对手
演员的感受和表演，同时要符合剧
情逻辑的设置，再来把握自己的表
演分寸，很难。”

搭档雷佳音，笑场停不下来
压力这么大，幸好片场有雷佳
音。剧中，与陈数对手戏最多的就
是雷佳音。雷佳音在《和平饭店》里
饰演王大顶，重现了当年《黄金大劫
案》里“小东北”随时随地抖机灵的
感觉。陈数爆料称，雷佳音在片场
也很搞笑：
“ 跟雷佳音对戏，让我这
么一个一直坚守专业工作方式的人
破了一个纪录，干了两件特别不专
业的事：一个是他演哭戏时我笑了，
另一个是有场戏我笑到停不住，最
后只好跟导演说，请给我五分钟时
间，我在旁边笑会儿。”
不仅是雷佳音搞笑时陈数会笑
场 ，就 连 他 深 情 起 来 ，陈 数 也 会 笑
场：
“ 王大顶的笑点设置非常丰富，
雷子也尽情发挥了自己身上的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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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在现场也说：雷子，我不敢跟
你演话剧了，万一我在台上笑场了，
那可太糟糕了。当然，我还是蛮期待
以后和雷子的合作。”

王大顶（雷佳音饰）与陈佳影

陈佳影知性中透出性感

戏
外

陈数与钢琴家赵胤胤夫妻恩爱

美貌和青春，不能作为成就
最近，一拨年过四十的中生代
女演员受到了关注。虽然不像小花
们拥有庞大的微博粉丝群，也不会
在爱情偶像剧、玄幻 IP剧中任意驰
骋，但她们一直在寻求改变和突
破，比如海清、梅婷、李小冉、马
伊■、袁泉、陈数……她们每年也
就演一两部戏，但一出现照样抢眼，
靠的就是演技。
谈及中生代女演员的话题，陈
数打开了话匣子：
“ 在欧美国家，真
正意义上的大演员全是中生代演
员。虽然东西方文化和审美有很大
不同，但这也代表着中生代女性在
承载故事、承载角色方面的能力及
其社会地位受到重视。”她认为，在
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中，年龄不应
成为掣肘女演员的重要因素。

陈数当年在舞蹈学院上学、在
东方歌舞团当演员的少女时期，已
经形成了一种理性观点：“美貌和
青春，并不是成就。每个女人都会
有那么漂亮的几年，可是漂亮几年
之后你该怎么办？你可以理解为这
是一种危机感，你也可以理解为
对生命有一种进步的诉求，或者
理解为一种自律，总之我不允许
自己糟糕成某种样子。”她想将自
己的经验分享给更多女性：“中生
代女性经过多年的成长成熟，是有
能力和经验为自己的行业做贡献
的。虽然在我这个行业，对于女性
来说貌似就意味着漂亮、青春，可
是我觉得很开心的是，这个时代对
于中生代女性的自身能量储备给予
了更多的认可。”

《唐人街探案 2》主演演绎《Happy扭腰》

《唐人街探案 2》
将连登三大卫视春晚
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的喜剧探案系列电影 《唐人
街探案 2》（以下简称《唐探 2》）将于正月初一上映，2
月 12日，该片曝光了一款“扭腰拜年”海报，主演王宝
强、刘昊然、肖央、刘承羽、尚语贤、王迅、妻夫木聪集体
“扭腰”过“ New year”。其实“扭腰”的另一个谐音“纽
约”，也是电影《唐探 2》的故事发生地。据悉，距离上映
还有 3天，而票房预售已突破 1.1亿元。
能在纽约这么深度地进行拍摄，《唐探 2》也是国产
电影的第一次。导演陈思诚表示，最看重的是纽约的
包容性，特别适合世界名侦探大赛的设定。《唐探 1》就
包含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而第二部选在纽
约，会让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更加强烈。
另外，春节小荧屏也即将被 《唐探 2》 霸占。据
悉，从腊月二十九的辽宁卫视，到大年初一的湖南卫
视、东方卫视，《唐探 2》 剧组连续登上三大春晚，将
轻松热闹的《Happy扭腰》、祝福满满的《粉红色的回忆》
拜年歌，一起送给全国观众。 累 4
（据新华网）

刘若英导演
处女作展现春运场景

自律地生活，才不浪费生命
谈及日常生活，陈数自认是一
个自律的人：
“ 一切选择都来自于自
己。我也可以选择喝酒、熬夜，做一
些无谓的社交，但我认为那是浪费
生命，所以几乎不选择这样的生活
方式。我会注意尽量早一点睡觉，
按时起床，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
状态。我希望自己的能量燃烧在有
意义的工作当中，而不是用在娱乐
消耗上。”
进入不惑之年，陈数表示不会
放弃自己：
“ 谁说 40岁的女性不能发
光？很多人一听说 40岁，完了，她
一定特别颓败。但我想说的是，我
要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些更加积极主

动、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要对自己
有要求，比如我练瑜伽很多年了，
哪怕早上五点钟开工，我一定四点
就起床做拉伸，让自己醒醒神，再
去工作。”
陈数认为，有条理的生活，既方
便了自己，也方便了家人：
“ 我当‘老
干部’已经好些年了，我家有各种保
温壶，有的专门泡茶，有的专门放汤
药，有的是专门用来打包餐厅里的
汤汤水水。我还会在这些保温壶上
贴标签，免得装不同的东西会串味。
听起来是不是很夸张？但我觉得这
种有条理的生活方式，能让我保持
自律。”累 4
（据《羊城晚报》）

热播剧里的谈判官、恋爱顾问、行为痕迹分析专家……

这些“新鲜”职业，真的存在吗？
最近的热播剧中出现了不少职业领域，让观众感觉十分新鲜，比如《谈判官》
中的谈判官，《和平饭店》中的行为痕迹分析专家，以及《恋爱先生》中的“恋爱顾问”，
这些职业在现实中存在吗？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刘若英
“为什么只有过年，才会想到回家？”“为什么讨
厌春运，却还要回家？”日前，刘若英导演的电影处
女作 《后来的我们》 发布预告片和“质问系列”海
报，用一个个问题引出关于春运和人生的现实思考。
这部电影由张一白监制，李屏宾担任摄影指导，井柏
然、周冬雨领衔主演，田壮壮参与主演，定档 4月 28
日上映。
《后来的我们》围绕井柏然、周冬雨饰演的两位主
人公在几次回家过年的春运途中邂逅并恋爱的过程，
呈现在大都市漂泊奋斗的年轻人的情感和遭遇。片中
真实还原了春运场景，漂泊的人们步履匆匆，扛着大包
小包走向站台，火车上人头攒动，片中的周冬雨与井柏
然就在这里邂逅……
“春运是很多故事发生的场景，在这里会产生各种
不同的情感。”刘若英说：
“ 过年能回家，是一件既辛苦
又幸福的事。”在创作过程中，她收集了大量身边朋友
的春运故事，让她印象深刻。 累 4
（据《羊城晚报》）

王家卫担任
“天坛奖”评委会主席

都那么“不靠谱”吗？
B 恋爱顾问：
分析：新兴职业，被看好“不会下岗”
刚刚播完的《恋爱先生》中，靳东饰
演 的 程 皓 的 职 业 之 一 就 是“ 恋 爱 顾
问”。在剧中来看，他负责帮爱慕某女
生的男生追爱，也接离婚男欲追回老婆
这样的项目。
真实生活中“恋爱顾问”这个职业
是做什么的呢？这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目前国内产生的新兴职业。也就是“婚
姻情感咨询师”，其业务范围包括根据
实际在感情问题上予以分析；根据实际

一席话化解困局，可能吗？
A 谈判官：
分析：现实中学点谈判技巧很实用
由杨幂、黄子韬主演的电视剧《谈
判官》正在湖南卫视热播，剧中杨幂饰
演的童薇是谈判桌上的高手，不仅时尚
有魅力，而且掌握分寸进退有度。目前
该剧的看点在于两人的爱情，但其实一
开始吸引人的还在于谈判官这一职业
对观众还颇为神秘。比如剧中遭遇拆
迁钉子户韩奶奶不愿意搬家，童薇了解
到她因为养了十几只流浪猫无处安顿，
采取在乡下找民宅，并建微博群找义
工，找资助，帮助其养猫，最终解决了这
一难题。
生活中谈判官真的存在吗？南师
大新传院朱强博士告诉记者，
“ 谈判官”
这一职业并不存在，但其职能一般是由
营销经理或者客户代表来行使。
“ 谈判
人士一般常常会采取包装，弱化谈判功
能，否则会令人增加戒备心。”朱强表

示，剧中一些谈判技巧是有道理的，比
如“ 谈 判 中 知 己 知 彼 ，永 远 不 要 先 出
价。”另外，第一集开头编剧就设计一个
看起来形式极为严峻的商务谈判困局：
全球两大打车软件“快闪”和“耶普”的
代表正商讨合并事宜时，快闪代表突然
反悔，拒绝合作。接到好友的求助电话
后，谈判专家童薇赶过来救场。 很明
显，这里借鉴滴滴合并的案例。童薇放
了一段司机的录音，告诉老总不合并很
烧钱，会两败俱伤，最终推动合并重新
进行。这里用的就是“第三人”策略技
巧。
“ 特别常见的是，买房子的时候，房
产中介会跟你说，有好多人来看过了，
谁谁都订了之类的话，也是‘第三人’策
略。但就谈判技巧而言，最高的技巧是
没有技巧。寻常的套路，大家会首先产
生戒备和厌恶心理”。朱强说。

给予客户以切实可行的指导；根据客户
需要，创造一定条件帮助客户得到想要
的爱情。不过，他们可不是当代“媒婆”，
而是要根据性格、属相、理想，对未来的
规划来帮助人们考察并预测另一半。随
着春节的临近，
“ 有对象了吗？”再度成
为青年男女们回家无法躲避的询问。随
着“剩男剩女”队伍不断壮大，人们思想
观念的转变，有人预测，
“ 婚恋顾问”将
成为未来最火的“不下岗”的职业。

：真有那么神吗？
C “行为痕迹分析”
分析：心理分析就得说说“关宏峰”
最近，追剧党大爱的一部剧要属陈 犯罪心理学老师马勇说，判断对方是否
数和雷佳音主演的《和平饭店》，豆瓣评 在说谎，其实还需要建立在当事人的
分高达 8.0。几十集剧情都在饭店内发 “行为基线”上，也就是熟悉对方非谎言
生，堪称谍战版《越狱》和真人版“密室 环境下的行为模式，比如有人正常说话
脱逃”，还加入黑色幽默元素。
就习惯眼神闪烁，有人说谎却喜欢盯着
剧中陈数饰演的陈佳影是一名潜 你看，不能一概而论。
伏在日特机关的中共地下党员，但表面
总结而言，马勇告诉记者，
“ 痕迹分
上的身份是南铁株式会社行为痕迹分 析”在刑侦领域更多是指“痕迹物证”
析专家。比如一个神秘电话到底是谁 的分析检验工作， 比如对工具痕迹、
打的？陈佳影几倍速播放研究语音特 血液、 DNA等，结合大家熟悉的机卡
点，发现其中有腹腔共振现象，判断出 定位、视频图侦、大数据等科技侦查
对方使用的是腹语，打电话的人很可能 手段开展工作，比如 《白夜追凶》 中
不是女人。
的关宏峰，“面对很多刑警都无法解释
电视剧中确实有夸大戏剧性的方 的变态犯罪，就要通过现场勘查来分
面，比如通过“眼睛向左看，表示你在回 析其遗留的心理痕迹，从而判断凶手犯
忆”来判断，这是微表情判断运用广泛 案动机，锁定真凶。”累 4
的梗，但其实并不科学。江苏警官学院
（据《扬子晚报》）

王家卫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 4月 15日至 22日举
办。 2月 12日，组委会宣布，王家卫导演将担任本届
“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包括主竞赛单元“天坛奖”
评奖、开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市
场、电影嘉年华、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七大主题活动，以
及“注目未来”单元、纪录单元、网络电影单元、电影音
乐会、电影沙龙、新片发布等 300余项活动。其中，
“天
坛奖”面向全球征集 2017年 1月 1日以后出品的优秀影
片，且优先选择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影片，入围影片数
量不超过 17部。同时，将邀请 7位著名国际影人组成
国际评奖委员会，评选出“天坛奖” 10个奖项，并在
4月 2
2日的闭幕式上颁发。目前，本届“天坛奖”共
收到来自六大洲、 70个国家和地区的 579部影片，题
材丰富、 类型多样、 风格各异。 其中境外影片 480
部、境内影片 99部。
作为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王家卫曾
执导过 《旺角卡门》《阿飞正传》《东邪西毒》《春光
乍泄》《2046》《一代宗师》 等多部华语经典影片，先
后获得过香港电影金像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戛纳电
影节最佳导演奖等海内外多个奖项。他本人也曾担任
第 5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第 11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第 6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
主席。 累 4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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