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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装大剧《开封府传奇》正在

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收视飘红

破2，黄维德版包拯也因为瞪眼、
小碎步等全新演绎引发不少争议

与讨论。黄维德在接受记者采

访，对于角色的“反差萌喜感”他

表示自己也曾经非常忐忑，但他

解释说，这是自己对于人物创作

的“复合性想法”，开机时就与导

演讨论，要推翻常态去表演，“瞪

眼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他的思绪

在理清东西时顾不到肌肉的动

作”。他同时透露前后期瞪眼的

表现也不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自己也想给大家一个彩

蛋——包拯有一个成长为人的过

程。他笑称瞪眼不仅眼酸、流眼

泪，挑高眉毛后进入眼睛的灰尘

也更多，要靠眼药水来解决。

剧中包拯的“小碎步”也很魔

性，黄维德透露是“雨人”达斯汀·

霍夫曼的小碎步给了自己灵感，他

希望角色看起来一步一步很谨慎，

这样的表演也可引发大家思考。

说到角色的“反差萌的喜感”，黄维

德自己也曾觉得很好笑，“这个人

能破这么多的案子，肯定有很多让

人惊慌失措的表演，打乱别人原先

准备好的节奏”。累累累2
（据《新快报》）

黄维德版包拯

“瞪眼”还走“小碎步”

传奇剧《武动乾坤》将于8月7
日在东方卫视周播剧场播出，7月
30日，导演张黎携杨洋、索笑坤亮
相上海开播发布会。剧中，杨洋扮

演少年英雄林动，他透露印象最深

的一场打戏拍了半个月，几乎每天

都“泥里斗”。

《武动乾坤》讲述的是平凡少

年林动，在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后，

一步步战胜奸邪恶人，最终蜕变成

长为英雄并收获爱情和友情的热

血励志故事。杨洋出演男一号林

动，接演这个角色，杨洋坦言有压

力，因为之前完全没演过这样的角

色，“前期他就是小痞子，需要我解

放自己去尝试”。

谈及角色最大的挑战，杨洋认

为最难处理的便是林动和剧中很

多人物的关系，“我们这部戏有很

多人物，比如林动和小貂、小炎是

兄弟的情感；林动和应大师是亦师

亦友的关系；林动和林琅天是那种

信任之后又失去信任、然后又重拾

信任……我觉得人物关系很难把

握”。

除了打戏之外，杨洋和张天

爱、王丽坤两个女主角的感情戏

也是剧中一大看点。剧中，王丽

坤扮演高冷女神绫青竹，张天爱

扮演的应欢欢与杨洋是欢喜冤

家。杨洋谈及这两段感情戏说：

“我和绫青竹的状态就是从小就崇

拜她，但她始终看不起我，我就

跟个跟屁虫一样，始终在她身

边。我和应欢欢是欢喜冤家，经

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患难见真情，

慢慢地才发现，我对她才是有感

情的。”累累累2 （据《新快报》）

《武动乾坤》演绎少年英雄

杨洋：几乎每天都“泥里斗”

是枝裕和将罕见地成为一年

内有两部影片在中国公映的外国

导演。继《第三度嫌疑人》后，他的

新片《小偷家族》将于8月3
日起登陆中国。影片今年5
月获得第71届戛纳国际电
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

《小偷家族》主演中川雅

也7月31日在京介绍，片中，
柴田一家盗窃维持生计，在

一家之主柴田治捡回一个遍

体鳞伤的小女孩后，这个家

庭的秘密渐渐曝光……

是枝裕和生于1962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电
影界。他擅长拍摄家庭题

材，影像风格平实，受到日本

导演小津安二郎、中国台湾

导演侯孝贤的极大影响，代

表作有《下一站，天国》《无人

知晓》《奇迹》《如父如子》

等。他受到中国观众普遍关

注始于《海街日记》《比海更

深》两部作品。

据介绍，《小偷家族》改编自日

本真实新闻事件，展现了社会中底

层家庭的温情。累累累2 （据新华社）

《小偷家族》将登陆中国

导演是枝裕和“梅开二度”

谈长寿：

汪涵称“咬牙坚持”

十年，对于更新换代极快的综

艺圈来说，可谓“长寿”。汪涵坦言，

做节目最重要的莫过于“坚持”二

字：“中间肯定有很多曲折，也想过

放弃，因为的确非常非常辛苦……

但毕竟已经十年了，感情不一样。”

虽然也开了很多档新节目，但《天天

向上》对他来说意义不同：“如果不

能跟这个节目日久生情，你怎么跟

所有喜欢你的朋友日久生情？”

谈到“长寿秘诀”，制片人沈欣

也给出了两个关键词：“第一是敏

锐度，我们想尽量做区别于其他节

目的选题和角度；第二是责任感，

把传播正能量和做有意义的事作

为节目的初心。”

谈新意：

不拆散“天天兄弟”

迈入十年，节目会有什么新变

化？制片人沈欣回应：“节目的初

衷不变，坚持做传播文化的内容，

但是形式会不断更新。”沈欣认为，

周播节目和时下流行的季播节目

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灵活性很

高：“最近这几期节目中，就加入了

大量类似真人秀或者类似情景外

拍的东西。我们想更多地尝试一

些更宏大、更有趣、更有体验感和

参与感的东西。”

至于该节目“全男性”主持班

底的格局今后是否会打破，沈欣表

示：“有关的讨论一直存在，但‘天

天兄弟’这个概念有强烈的品牌标

志意义，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同

时，我们也有意做出新尝试，未来

会有新的女主持人加入外景录制

中，但不会拆散‘天天兄弟’。”

谈换档：

能应对“死亡时段”

曾经多次调整播出档期的《天

天向上》，今年 4月又一次换档。
有观众表示：“本来收视率很高的

节目，就是因为频繁换档慢慢走

低。”更有网友认为，周日晚10点
的播出时段是“死亡时段”。对此，

制片人沈欣也做出了回应：“换档

之后，观众群体确实有了变化，年

轻群体的收视率会偏低一些，因为

他们要面临第二天的学习和工

作。节目组面对的更多是年龄偏

长的家庭观众，因此会调整题材和

方向，更多地考虑合家欢话题。”

汪涵表示：“节目的收视率受

到很多因素影响，无论如何，我们

都会坚持初心。”大张伟也发表看

法：“我觉得《天天向上》创造的不

是收视率，而是历史——很多厉害

的人都来过这儿。如今节目临近

十周年，感触特别深。”

三位“天天老兄弟”：

走过一段青春

当天，俞灏明、矢野浩二、田源

这三位“天天老兄弟”也参与了节

目录制。对他们的归来，汪涵也表

示非常感慨：“天天兄弟的故事完

全可以拍成一部电影，有些人因为

种种原因离开，另外的人因为种种

原因加入，然后彼此惦念、彼此磨

合，就像我们的主题曲《来日方长》

歌词写的：筚路蓝缕山一程，逆流

行舟水一程。”累累累2
（据《羊城晚报》）

网络评分高达99..77的文物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收官。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
联合摄制的这部纪录片共100100集，分为44季播出，每集只有55分钟。摄制组从300300多万件国宝、近百家博
物馆、几十处遗址中，精选出100100件顶级文物进行主要讲述，涉及的文物高达千件。

自今年年初《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开播之后，该纪录片便凭借让文物“活”起来的卖萌画面，聚焦

中国文明发展的内涵解说词，受到不少年轻观众的喜爱。《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继承了第一季中“反

差萌”的表述方式，从跪射俑的“放低自己”、错金铜博山炉“云的计算”、曾侯乙编钟的“DuangDuang”等，继续用
年轻化、拟人化的方式，讲述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文物。该纪录片总导演徐欢表示，无论是卖萌式的宣传，

还是拟人化的表现方式，《如果国宝会说话》的成功之处在于用通俗的方式，拉近了文物与观众的距离，

“透过文物，我们可以看到创造它的人，和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但我们也并不会刻意去讨好观众，即使

‘卖萌’也会有一个度在那里”。

《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组走

访了近百家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

五十余处考古遗址，记录了从新石

器时代到宋元明清，中国八千年历

史中的千余件文物，意在通过解读

文物背后的故事，重建一部基于物

质遗存的文物中国史。

《如果国宝会说话》共四季，

节目组万里挑一，最终在数量巨

大的存世文物中选择了100个最
具代表性的文物进行主要讲述。

徐欢表示，挑选文物的难度并非

单纯的美学或学术问题，而在于

我们的时代究竟如何对历史进行

认知和定位。在节目中出现的文

物，例如改写了世界音乐史的曾

侯乙编钟、推动中国度量衡发展

的战国商鞅方升等，或在中华文

明的形成与传扬中具有重要价

值，或能反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人民创造的精神。“‘中华文明视频

索引’是这部纪录片的基本定位，

因此被我们选中的文物都不只是

承载了一段历史，它本身就是中

国人智慧和创造力的文明坐标。”

徐欢透露，虽然《如果国宝会

说话》每集只有5分钟，但在拍摄
每一个文物之前，节目组都需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研读历史资料和

考古报告，还要吸取历史专家和

专业人士的意见，并进行实地考

察，“我们要经过反复论证才能根

据文物的特性、解读和角度，找到

适合它的表现形态”。

选文物 体现中国人智慧 改写了历史的文物

《如果国宝会说话》与其他聚

焦文物的纪录片有所不同，虽然

旁白依然采用最常见的第三人称

模式，但在文案和表现形式上却

将国宝进行了拟人化。仿佛凝望

着你的人头壶、形似“愤怒的小

鸟”的■……节目组试图站在国

宝的角度，理解它背后的历史故

事，再通过趣味旁白讲述出来，

“目前五十集只有一集半采用‘第

一人称’让国宝真的‘开口’说话，

但也并非让文物自我介绍‘大家

好，我是来自六千年前的人头

壶’，光是想想就觉得有点尴尬。”

在徐欢看来，“拟人化”更多

还是希望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

让看似冷冰冰的文物国宝，变得

有热血与人性。而如何让年轻人

接纳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是

徐欢和团队思考的问题。首先，

他们根据文物自身的特色以及所

要表达的信息不同，采取或有趣、

或大气、或卖萌的多样叙事风格，

试图让博物馆中沉静的国宝变得

灵动起来。例如在介绍鹰顶金冠

饰时用一小段可爱的黏土动画，

清晰地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竞争

的生存意识；商鞅方升则用纪实

的方式，展示了天下的“标准”如

何诞生。“让文物‘活’起来，是让

它与观众对话，激发观众探索中

华文明历程的好奇心。”

同时，《如果国宝会说话》在

制作模式上也摒弃了“长篇论述”

的方式，特地采用了5分钟一集，
25集一季的短小精悍的分集形
式，“这涉及当下纪录片传播方式

的问题。我们试图为适应互联网

时代的碎片化传播方式，进行了

融媒体的尝试”。

拟人化 激发年轻人探索中华文明好奇心

经过千年的历史沉淀，诸多

古字画、古陶器类的文物都丧失

了原本的光泽和色彩，图案和色

彩勾勒甚至都有些失真。但在

《如果国宝会说话》中，每集主要

介绍的文物不仅采用了近景实

拍，每个纹路都清晰可见;同时节
目组也应用了后期技术，令画面

中的文物又重新恢复了千年前的

光彩。

徐欢表示，每一件文物都经

历了剧本设计、形象设计、动作设

计、人偶制作、背景制作、拍摄、剪

辑调色合成几个阶段。在拍摄阶

段，节目组坚持到各地博物馆、遗

址等地进行实物实拍。而为更清

晰地展示文物细节，节目组后期

则借助了高精三维数字扫描、高

清平面信息采集、多光影采录等

众多新技术，对拍摄的文物进行

二次加工。

在目前已播的五十集中，通

过文物手绘、3D动画、特效的手
法来展现文物故事的方式十分常

见。例如第一季第九集，节目组

便利用特效让殷墟嵌绿松石甲骨

上的文字“跑”了出来，成了栩栩

如生的会活动的动画小人，演示

了古代商人一天的生活劳作画

面。在第二季第一集介绍鹰顶金

冠饰时，节目组也采用了黏土手

指动画，“因为在故事最后，我们

想呈现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握

手，真的手突然出场，肯定比画两

只手要更有视觉冲击力”。累累累2
（据《新京报》）

特 效 新 技 术 让 文 物 回 到 诞 生 时 状 态

国宝会“说话”卖萌也有度

近日，湖南卫视王牌综艺

《天天向上》十周年特别节目在

长沙录制。此次盛典以“成长”

为主题，邀请了凤凰传奇、关晓

彤、金晨、张子枫等“老友”一起

回顾这十年节目内外发生的趣

事，新版《流星花园》演员王鹤

棣、官鸿、吴希泽则作为“新朋”

为观众带来了精彩表演。汪

涵、大张伟、钱枫、王一博更现

场首唱《天天向上》十周年主题

曲《来日方长》，以此开启下一

个十年。

《天天向上》十岁了 汪涵期望“更长寿”

田源、矢野浩二和俞灏明合

体登台

主创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