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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蔡慕嘉）

由江

苏卫视和灿星制作打造的音乐悬疑

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第

四季将于今晚播出第五期。 本期节

目，不仅有曾受吴亦凡本人认证可以

取代他的实力 rapper， 更有集演员、

歌手、相声背景于一身的多元唱将。

唱将“给点阳光就灿烂”与“Yeah

Yeah Yeah Yeah”联袂上台。 线索中

爆料“给点阳光就灿烂”玩 R&B 比陶

喆

更早，而他还自爆常和萧敬腾打篮

球。 与他搭档的唱将“Yeah Yeah

Yeah Yeah”已为人父，吴亦凡曾在提

及这位唱将时称这是一位“完全可以

取代他的选手”。

唱将“带着面具也起范儿”上台

揭晓自己有歌手、演员、相声艺术家

等多重身份，而这位唱将也自曝与多

位圈中大咖合作过，如刘烨、孙红雷

等。

本期节目将于今晚9点10分播

出。

信息时报讯（记者 马泽望）

《唐人

街探案 3》 将于 2020 年大年初一上

映。 该片曝光一组“好开心”版人物海

报，王宝强、刘昊然以及《唐探》系列的

老朋友妻夫木聪、张子枫、尚语贤悉数

回归。 托尼·贾、三浦友和、长泽雅美、

浅野忠信“登场”，中日泰三国侦探斗

智斗勇，在东京展开了一场“亚洲最强

神探”的较量。

《唐人街探案 2》的结尾，野田昊

遇到难题，求助于唐仁和秦风，埋下了

第三部的引子。 作为东道主野田昊的

扮演者妻夫木聪一身惹眼的粉色服装

亮相，“花蝴蝶”的绰号当之无愧。除此

之外， 一同亮相的老朋友还有张子枫

与尚语贤。 一位是在电影《唐人街探

案》中留下“迷之微笑”的少女思诺，一

位是在电影《唐人街探案 2》中可甜可

飒的黑客少女 Kiko。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慧）

优酷独播

网综《演技派》已于 11 月 8 日晚正式上

线，张颂文等表演老师精准到位的指引，

让普通观众看懂了表演这件事。

《演技派》是优酷推出的一档关注演

员演技提升、职业修养的综艺节目，由于

正担任发起人，吴镇宇、张静初、张颂文

担任表演老师。 节目从上千位面试者中

甄选出 16 位年轻演员一起争夺于正大

戏的男女主， 真实记录演员从进组、建

组、选拔、试戏到定角的全过程。

首期节目中，30 名青年演员需要依

次进入片场接受四位导师的选角面试，

根据导师出的题目进行高难度的即兴表

演。

曾经参加过《明日之子》的赵天宇虽

然第一轮入选看似轻松， 但他一番自白

却让人感叹：爱豆

（ 偶像）

也不容易。当被

于正问到为什么要来参加《演技派》时，

赵天宇说自己是为了完成 KPI

（ 关键绩

效指标）

，“今年好好拍戏达到一定 KPI，

明年才能出专辑。”热爱唱歌的他还说办

演唱会出专辑都是赔钱在做。

年轻演员充满话题，《演技派》 的表

演导师也有惊喜。 尤其是圈内知名的明

星表演指导张颂文，曾经给林志玲、钟汉

良等人上过表演课的他， 在现场对新人

的指点简单却直指表演重心， 像赵天宇

拿到的题目“淋雨之后”，小伙子设计了

一套从头到脚的动作来展现“被浇透”的

感觉， 但张颂文看完却让他直接去室外

在雨中跑个 20 米， 通过这样的真实反

应，观众和赵天宇都明白了：基于生活真

实的表演根本不需要过多的举动。

第一期登场较晚的吴镇宇也秉持一

贯的爽直个性， 认为现在年轻演员拍戏

时“毛病多”，是因为没有人教他们规矩。

或许因为如此，在选择“旁听生”时，吴镇

宇选择了试戏时被说表演“油腻”的谢彬

彬，理由是“不想他再被人嘲笑。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管安琪 ）

继 9

月全景展示广东技能健儿在第四十五届

世界技能大赛冲金历程后， 《2019 技

行天下》 今晚将回归广东卫视， 推出全

新篇章———“湾区匠人” 篇， 通过八集

纪录片， 讲述“粤菜师傅” “南粤家

政” “先进制造” 三大主题。

节目总导演周炜说， 节目将打破专

题式讲述， 采用故事悬念式的手法， 以

小见大， 走近粤菜师傅、 南粤家政人

员、 先进制造业工程师等技能工匠的工

作与生活， 讲述他们为粤港澳大湾区美

好生活建设而奋斗的故事， 反映广东高

质量发展成就， 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第一集主题为 《相遇》， 将讲述老

中青三代厨师如何通过烹饪精美粤菜，

传承粤菜文化， 讲好岭南故事。

《技行天下———湾区匠人》 逢周日

21:10 在广东卫视播出。

信息时报讯（记者 马泽望）

宁浩监

制、 新人导演申奥执导的电影《受益

人》已于 11 月 8 日开始上映。 前天，导

演与主演大鹏和柳岩来到广州高校路

演。 同学们看完电影后，又是大赞电影

“超出预期，笑点泪点把握精准”，又是

变着花样用各种“土味情话”向大鹏和

柳岩表示喜爱， 还有同学站起来称赞

柳岩和大鹏晋升为演技派演员。

听到“演技派”这词，柳岩在台上

做出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娇羞地

转过身，逗得同学们大笑。 随后，两位

主演开心地说：“虽然马不停蹄路演很

累， 但见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和我们

这部电影，再累都值了。 ”

柳岩对“岳淼淼”感同身受

《受益人》中，大鹏扮演代驾司机

吴海，与有哮喘病的儿子相依为命。 张

子贤扮演的钟振江是吴海的朋友，钟

振江急需大量金钱， 于是怂恿吴海参

与他策划的“结婚、杀妻、骗保”计划。

钟振江为吴海挑中的目标则是柳岩扮

演的网络主播岳淼淼， 吴海要追到淼

淼，上演这场婚姻骗局。

路演现场， 观众和主创聊到最多

的话题是“他们什么时候爱上对方

的”，每一个观众对吴海和淼淼的感情

发展进程都有不同的理解， 申奥导演

也表示， 这个点确实是网上讨论最多

的， 而且每个答案都代表着观众不同

的爱情观。

柳岩则感叹：“我和大鹏 10 年友

情，终于等到主演爱情电影的机会了。

未来也不知还有没这样的机会， 所以

我们在《受益人》都尽力表现。 演淼淼

的时候我也代入了真情实感， 像她在

直播中卸妆讲述自己真实故事那段

戏，我跟淼淼一样，也是湖南人，小时

候也都在广州读书并在这里生活了 10

年，所以我会讲粤语。 后来我也开始了

北漂生活。 我把自己这种漂泊的草根

性与岳淼淼融合在一起。 岳淼淼她是

一个为爱可以无私付出的人， 希望大

家可以喜欢她， 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成

为我的代表作。 ”

申奥称宁浩对剧本的帮助最大

路演当天也正好是柳岩的生日，

大鹏和申奥为柳岩献上蛋糕， 并和同

学们唱起生日歌祝福柳岩， 逗得柳岩

相当开心。

有同学用“演技派”称乎柳岩，并

问申奥作为新导演，如何指导大鹏、柳

岩演戏，申奥笑说：“我没指导他们，他

们自己演得非常好。 ”

作为宁浩“坏猴子 72 变电影计

划” 项目的第三部作品， 不少人好奇

《受益人》能否像前两部电影《我不是

药神》《绣春刀 2》 那样成功， 申奥说：

“我不敢想， 如果票房口碑选一样的

话，我更看重票房。 监制宁浩为这部电

影花了很多精力，他对《受益人》的剧

本帮助最大，我们磨了两年多，他基本

上算是手把手带我写的。 ”

大鹏也表示：“申奥是个有才华有

潜力的新导演， 希望大家多多爱护和

帮助，这样他就会拍出更好的电影。 不

要让他像我那样， 第一次导演电影就

被大家骂……”

携《受益人》到广州庆生

柳岩获赞“演技派”显娇羞

《演技派》开播，吴镇宇张颂文上阵教表演

原来，“爱豆也有KPI”

这期蒙面唱将了不得

竞演歌手玩R&B比陶

喆

早，Rap实力堪比吴亦凡

《唐探3》集结亚洲群星

托尼·贾、长泽雅美等加盟

《2019技行天下》聚焦“湾区匠人”

听到别人称赞“演技派”，柳岩（右）很娇羞。

本组图片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大鹏和申奥（右一）现场为柳岩庆生。

第一季演少女思诺的张子枫

本季将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