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慧）

电视剧

《我的真朋友》开播至今话题不断，昨日

三大主演聚齐谈拍摄心得。 杨颖

（

An鄄

gelababy

）

直言身上也有“程真真”那种

认准一件事就做到底的轴劲；而邓伦就

强调自己没有“邵

芃

橙”那种贫劲；至于

朱一龙，就承认自己刚开始对“井然”的

建筑设计师人设没底气。

出品人看完“跑男”相中 Baby

《我的真朋友》 算是近期话题最足

的电视剧之一了。 首先就是“神仙阵

容”。 该剧去年 5 月开拍时， 彼时的邓

伦、朱一龙只能算是人气蓄势待发。 但

随着朱一龙凭借《镇魂》爆红成为新的

流量小生，年底《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更是巩固了他在饭圈的地位；而邓

伦也在去年 8 月播出《香蜜沉沉烬如

霜》后一举成为当红小生。 待如今《真朋

友》确定了开播时间后，网友纷纷感叹

剧组的“神仙眼光”，竟然组建了一个流

量爆棚的演员阵容。

昨天，出品人兼总制片人贾轶群现

场自我调侃是“锦鲤本鲤”，表示每位主

演都是她“钦点”。 在看了三人大量作品

后， 贾轶群认定这就是自己需要的主

演。“每次看他们的作品，我就以观众的

角度看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点。 像

朱一龙设计师的形象是一闪而过的灵

感，baby 是看了‘跑男’后，觉得她那种

本真、冲动、轴的样子，跟程真真一脉相

承。 ”至于邓伦，贾轶群透露两人认识多

年，早就想一起合作，直到《真朋友》才

等到对方档期。

邓伦拍哭戏不靠使劲挤眼泪

昨天， 三位主演分享了拍摄感受。

Baby 说自己也像程真真一样，认定一件

事就会做完，“很难有人能改变我的想

法，所以我懂真真那种‘轴’。 但她那种

轴并没有伤害到别人。 ”说起记忆特别

深的场景，baby 感叹见过很多很美的房

子，“都是我买不起的”， 还有跟邵梵橙

一起坐船的画面，“虽然我在上海出生，

但没看过那种角度的黄浦江，太美了”。

此外，罗马戏份也令 baby 难忘，她透露

有在罗马许愿池许愿。

邓伦则形容自己跟邵梵橙一样有

韧劲，“我们对工作的态度蛮像的。 像他

一直坚持做着房地产中介的工作，就是

想证明给爸爸看，自己能做好一件事。 ”

但邓伦觉得， 自己没有邵梵橙那么贫，

“我比他好得多！ ”此外，最近播出的剧

情里，邵梵橙送李阿姨回家的那段戏感

动不少人，联想到他在《香蜜沉沉烬如

霜》中哭戏备受赞誉，是否有秘诀？ 邓伦

回答很诚恳，“其实我刚开始拍戏时觉

得哭戏很难，会使劲挤眼泪。 后来发现

情感不是技巧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方

法，就是投入到角色里，角色遇到这件

事情时你就会哭出来。 所以我现在不会

多想，不需要酝酿。 ”

许娣透露曾经有过焦虑症

本周的剧情里， 朱一龙与许娣的

“母子情” 分量较重。 昨天两人即兴发

挥，由朱一龙弹琴、许娣演唱《我的祖

国》，引发全场热烈鼓掌。 许娣还说自从

演了朱一龙的妈妈，天天微博都有粉丝

喊她“婆婆”，她半开玩笑说，如果真有

井然这样的儿子，“就把这些儿媳妇都

带回家。 ”这位老戏骨说，很能理解白阿

姨的心情，“表面上很雅致的老太太，内

心其实很焦虑，我是很能体会这种心情

的。 因为十几年前我去看过心理门诊，

医生都不相信我这么大大咧咧、嘻嘻哈

哈的人会有焦虑症。 ”许娣感叹说，良好

的亲子关系应该是：“父母和孩子保持

一种有距离的关注。 该伸手伸手，不该

伸手，就自己锻炼、玩。 ”

对于此次角色，朱一龙坦言刚开始

觉得塑造起来有困难，“身边没有这样

的人，脑海里没法建立这种形象，做完

造型当下也不太相信。 ”那他怎么拿出

令人信服的表演？ 朱一龙说，看了不少

跟建筑设计有关的节目，又跟剧组的人

不停讨论，慢慢找到设计师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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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

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筑梦情缘》中，

王骁饰演上海滩地痞混混曹俊，凭着一

口有趣的上海腔台词大刷存在感。 剧集

前期，他是为求财保命可以无视道义的

街头混混，在威逼利诱下试图去杀害沈

其南

（霍建华饰）

。 但沈其南不计前嫌反

救了他一命后，他成为后者的“生死之

交”， 后期也成为助攻对方创业的左膀

右臂。

对此，王骁解析道，“曹俊的生活经

历使他对金钱有种特别大的欲望，所以

才会有见利忘义的行为。 但是就内心上

来说，他还是一个可以走上正道的好孩

子”。 角色有成长变化，是吸引王骁出演

的原因，“我不喜欢重复”。 在王骁看来，

和沈其南在监狱里的那段时间，是曹俊

心态完全转变的重要一环，“他们少年

时一起擦皮鞋，成了好朋友，一起吃苦，

虽然在寻找生存的道路上走去不同的

方向，但互相还是最了解对方最本性的

地方。 所以沈其南一直相信曹俊不会是

个丧心病狂的人。 曹俊也确实受到了他

的影响，尽可能地去回报了他。 ”

戏外的交情也更让两个男人在剧

中的友情更加默契。 虽然是和霍建华首

次合作，但两人却因此结缘，成了交心

的好朋友。“我们两个对很多事情的想

法相同，喜好也相同，年龄也相仿，能聊

的东西还挺多的。 我觉得能碰上一个可

以打开心扉聊点知心话的人，是不容易

的，互相也都很珍惜。 ”王骁还说，“戏里

的一些台词、眼神，其实很多是真情流

露，反而不是设计出来的。 ”

看过剧的人，都无法忽视曹俊魔性

的上海腔口音。 更有观众表示，曹俊的

沪普已经成为自己追剧的欢乐源泉。 据

悉，从小在北京生活的王骁，为此也做

了不少努力，“我在拍摄中找过两个人，

一个是在我大学期间打工时，老板是个

上海人， 他身上有很浓的上海人的特

点；另一个就是剧组帮我们开车的司机

师傅，他也是地道的老上海

（人 ）

，我就

会观察他，学他的腔调、节奏。 他们两人

在语言上给了我很大帮助。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李少

红导演电影《妈阁是座城》将于本月14

日上映， 该片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

白百何、吴刚、黄觉领衔主演，展现真实

而又惊心动魄的“赌场风云”。 影片通过

白百何饰演的梅晓鸥的视角，展现了澳

门这座赌城中，几个赌徒或悲或惨的命

运轮转。 身为女叠码仔的梅晓鸥，既是

这些赌徒沉沦的见证者，也是陷入赌局

的中间人。 该片近日发布一支新特辑，

特辑中，严歌苓盛赞白百何的表演。

片中饰演史奇澜一角的黄觉曾透

露，影片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并非展现

“赌徒成功学”，而是以体现真实赌场的

残酷之处。 作为原著作者兼编剧的严歌

苓，也坦言创作这个故事是为了审视人

的赌性：“人对发横财的欲望，就是即便

死掉99个，有1个能成功的，也希望自己

能成为这1个。 ”而在赌场这样混杂着欲

望、权力的场合里，故事从一个女叠码

仔的视角展开，更具传奇色彩：“女人干

这行就更加有风险、更加有色彩。 ”

片中，白百何与吴刚有一场爆发力

十足的“追债”戏份，白百何抽掉安装

绳，巨大的水晶灯轰然坠落，这一震撼

场面其实也来源于一位女叠码仔的真

实经历。

特辑中，导演李少红还表示：“每个

人身上都有赌性，只不过男人和女人赌

的东西不一样。 ”白百何因为自身“阅历

感”， 被李少红导演认为是扮演梅晓鸥

的不二人选。 对于这个带着传奇色彩，

又极具现实质感的故事， 白百何感慨：

“男人赌人生，女人赌感情。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电影版《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定

档 8 月 16 日，同时发布“并肩作

战”版定档预告及海报。 男主角叶

修带领嘉世战队初登荣耀赛场，

全员集结誓夺冠军， 成为荣耀的

职业选手。

《全职高手》IP 诞生至今已有

8 年之久，早在 2011 年时，原著作

者蝴蝶蓝便以电竞作为题材创

作，时至今天，电竞已成为年轻人

最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原著小

说由电竞高手叶修 25 岁退出嘉

世战队而展开，描写他在游戏“荣

耀”的世界中重回巅峰的故事。

此次预告披露了核心剧情，

在明快高燃的节奏下，18 岁的叶

修带领初代嘉世战队参加“荣耀”

首届联赛，冠军势在必得。

预告中， 除了最新亮相的嘉

世新面孔外， 还有两位令粉丝们

惊喜的“老朋友”。

一是叶修多年的对手韩文

清， 二人在片中会有一决高下的

精彩对手戏； 另一位则是叶修好

友苏沐秋， 小说里苏沐秋一直是

“回忆担当”， 这次作为正式角色

出现在电影中， 可谓是留给观众

的重磅惊喜。

跟角色比，

Baby认“轴”邓伦不认“贫”

王骁：和霍建华能说知心话

《妈阁是座城》推出新特辑

李少红赞白百何有“阅历感”

聚焦电竞行业

《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

8月上映

出

品

人

亲

解

《

我

的

真

朋

友

》

人

气

组

合

如

何

搭

建

朱一龙

邓伦和

Angelababy

在剧中有感情戏。

白百何和刘嘉玲在片中飙演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