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

B10

INFORMATION TIMES

2019.5.8 星期三

《你好，对方辩友》是“剧版《奇葩说》”？
连男女主角都是范湉湉黄执中
“
教”出来的
青春思辨励志剧《你好，对方辩友》正在芒果 TV 热
播，剧集讲述一个濒临解散的文学院辩论社，在社员们
齐心协力努力下，成功逆袭“
称霸”全校的故事。 因为主
题围绕着“
辩论”，该剧被大家称为“
剧版《奇葩说》”。
随着剧集播近尾声， 该剧启用的两位新人主角潘
宥诚及林昕宜也从籍籍无名到获得不少关注。 近日，男
女主角分别接受了信息时报记者的专访。 从现实的“
辩
论小白” 到剧中的“
辩论达人”，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蔡慕嘉
的？

▲ 黄执中在剧中教学生辩论。

▲ 马薇薇（左）客串一角。

茛 林昕宜和潘宥诚在剧中演一对情侣。

男主角“白宇”

潘宥诚首挑大梁，压力大到掉发

1994 年的潘宥诚之前虽然
在《一年级·毕业季》《漂亮的房
《声临其境》
《哥哥别闹啦》等
子》
综艺及电视剧《皓镧传》中刷过
脸， 但这张脸对于不少观众来
说，仍是陌生的。 此次在《你好，
对方辩友》中饰演白宇，也是潘
宥诚第一次挑大梁。 剧中，白宇
作为文学院辩论队二辩，一开始
对于加入辩论队是拒绝的，后来
机缘巧合之下才入队，和易小曦
一起承担起恢复文学院辩论队
荣光的重任。
据悉，白宇一角原本有两位
备选演员，潘宥诚是其中之一。
经过了几轮试戏、导演面试以及
进组培训后，在正式开拍前的一
周，潘宥诚才拿到出演白宇的通
知书。
开心之余，首次演男主的潘
宥诚也不免有压力，“第一次可
以尝试男一号，印象中应该是偶
像剧里面那种自带光环效果出
场的。 但其实拍摄起来非常累，
一下子就把工作压力提升到了
极致。 经常 30 多个小时之间只
能睡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

女主角“易小曦”

并且是在车上睡。这个压力真的
多的是享受大家一起成长，一起
非常大，以致那段时间我都开始
努力的过程。 ”
掉头发了。 ”
《你好， 对方辩友》 被称为
在《你好,对方辩友》之前， “
剧版《奇葩说》”，其实《奇葩说》
里大家熟知的选手马薇薇、范 湉
潘宥诚并没有真正接触过辩论。
参与过的综艺《一年级·毕业季》 湉 、黄执中，也有在剧中客串出
演。他们三个在剧中还与潘宥诚
虽然出现过辩论场景，但与真正
的关系匪浅，“马薇薇老师是我
的辩论比还是有差别，“一开始
的姨， 范 湉 湉 老师是我的班主
我对辩论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可
任，黄执中老师主要是来教我们
能跟性格也有关系， 比较直接，
辩论的， 所以对手戏还是蛮多
不善辩解。 ”所以这次出演也是
的。平常跟范 湉 湉 老师接触的时
一次巨大的挑战。涉及辩论的剧
间比较多，私底下经常一起约吃
情台词量特别大，让潘宥诚下了
饭，她会给我们讲如何去打辩论
一番苦功夫，“我小时候背课文
（赛 ）， 他们的逻辑思维是怎样
属于 经 常 背 不 出 来 的 那 种 ，哈
的，或者是她现在正在探讨一些
哈。这部剧下来台词量是非常大
问题，我们吃饭的时候都会聊。”
的， 所以在开拍前的一个月里，
抓紧每一个空暇时间背台词。后
而说到剧中的 CP 搭档“易
来正式开拍时， 我基本上一遍
小曦” 林昕宜， 潘宥诚则表示，
过。 ”
“昕 宜 就 是 一 个 甜 甜 的 邻 家 小
拍完这部戏，潘宥诚坦言自
妹，特别害羞。稍微逗她一下，她
己的逻辑思维比之前更强了一
都会脸红到耳朵，特别可爱。”两
点，“我认为辩论会让人更愿意
人私底下的相处也像剧中的欢
去认真思考，一起讨论如何正确
喜冤家设定，
“
有点小暧昧，有点
看待一个观点、一件事情的发生
互怼。 拍摄的过程中，我们也会
或者一个现象的出现。辩论在我
去创造一点糖出来，让大家看起
眼里是没有所谓的胜负之分，更
来不会那么无聊和乏味。 ”

林昕宜爱看《奇葩说》，有信心挑战辩论赛

林昕宜扮演的易小曦，在剧
中是文学院辩论队三辩，辩论风
格以一针见血、观点犀利，强势
互怼著称。 区别于白宇，从一开
始她就对加入辩论队充满热情。
现实生活中，林昕宜自认对
辩论一直很感兴趣，“我觉得辩
论是一个逻辑思维的游戏，需要
很强的应变能力。但拍《你好，对
方辩友》之前，我是不太敢尝试
辩论的。 ”她也是《奇葩说》的粉
丝，在她看来，观看《奇葩说》本
身也是锻炼自己逻辑思维的过
程，“每一位辩手都有自己独特
的辩风，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
很多。 ”
在担任《你好，对方辩友》女
主角之前，林昕宜的演艺经历不

算很丰富， 所以这次接演易小
曦，她觉得既兴奋又紧张。 开拍
之前，几个主演都先参加了为期
一个月的辩论培训。“
每天大概
三个小时的辩论课程培训”，也
让林昕宜获益匪浅。“
其实不光
是辩论的培训，我们还会有表演
课程的培训。包括一些台词的基
本训练， 有矫正我的发音和台
词。剧组也有聘请一些专业的辩
手来给我们上大师课，让我们学
到很多关于辩论的知识。 ”
林昕宜还笑说，如果现在有
辩论赛来邀请她，她会毫不犹豫
地举手参加，“现实生活中觉得
辩论挺难，不过真的可以提升思
维逻辑，是特别好的一种交流方
式。 ”

此前 曾 有 传言 芒 果 TV 将
打造“
95 后郑爽、张翰”，潘宥诚
和林昕宜就是第一波重点人选，
这也是为什么两人挑大梁主演
了《你好，对方辩友》。 对于是否
担心被拿来与前辈演员对比，林
昕宜回应道，“每个演员都有自
己独特的地方，那好的地方我们
会彼此学习。还是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关注我的作品。 ”
她透露最近正在追 《都挺
好》， 尤其喜欢倪大红和姚晨的
表演，“他们是真正的演技派实
力派。我在想以后有机会合作的
话，一定会努力争取。 我饰演了
很多学生的角色，接下来希望可
以尝试更多不同的角色，比如林
黛玉那种忧郁的。 ”

《中国机长》曝光海报

张涵予饰演英雄机长

电影《中国机长》曝光海报。

信息 时 报 讯 （记 者 马 泽 望 ） 电影《中
国机长》曝光海报。 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
的影片由刘伟强执导， 张涵予、 欧豪、杜
江、袁泉等人主演，将于9月30日公映。
《中国机长》根据2018年5月14日川航
3U8633航班成功备降的真实事件改编：机
组执行航班任务时，在万米高空突遇驾驶
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释压的极端罕
见险情。 生死关头，英雄机组的正确处置
确保了机上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创造了

世界奇迹。
海报中，张涵予 （饰 演 英 雄 机 长 ） 的墨
镜映现出影片中高空惊魂一刻——
—驾驶
舱右风挡玻璃爆裂脱落、驾驶舱温度降至
零下40摄氏度、玻璃碎片被强劲的风卷入
到右发动机中……这一幕场景令观众深
切体会一年前“中国民航英雄机组”化险
为夷的英雄壮举， 重温当时的惊险与感
动。
《中国机长》 的主投资和发行方博纳

影业总裁于冬透露，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
我们的主创人员多次采访川航的英雄机
组成员，了解了当时发生的诸多鲜为人知
的细节。 可以这么说，真实情况比外界报
道的还要惊心动魄很多倍，所以希望通过
影片让大家更清楚地知道，英雄机组成员
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才能确保飞机平安备
降，确保机上所有成员平安无事。 这是中
国最优秀的民航人集体完成的壮举，不是
奇迹’二字就能解读清楚的。 ”
单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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