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鸥录节目时偶遇“假粉丝”

的一幕，让观察团们都被逗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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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慕嘉）

将于明晚 10 点播出的《我家那

闺女 2》中，“闺女”王鸥携团队再

次出镜。 此前，王鸥团队在节目

中的亮相让人印象深刻：不但全

员单身， 还与老板王鸥亲似姐

妹，给观众制造了许多笑点。 在

本期节目中，王鸥带着她的姐妹

团又回归了。 为了犒劳辛苦一年

的员工们，王鸥想要给她们一个

“变装”惊喜，自己亲自上阵充当

化妆师，让员工们享受一下被老

板服务的感觉。 为了将变装贯彻

到底，王鸥精心为每个小伙伴挑

选了不同的假发。

不曾想在结账时，王鸥竟然

遇到“粉丝”主动搭讪。 这位粉丝

称王鸥主演了四十多部电视剧，

结果王鸥现场“打假”———“没那

么多”。 粉丝还称很喜欢看王鸥

的电视剧，却答不上来喜欢看哪

一部时，王鸥被逗笑了，吐槽“假

粉”的同时也不忘给台阶下：“看

过《伪装者》吗？ ”这一幕逗乐了

观察团们，让大家纷纷讨论起被

认错的经历。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文浩）

由京剧界“爱

豆” 王

珮

瑜作为策划人之一的首档京剧脱口

秀《瑜你台上见》，将于明天起，逢周五、周日

中午 12 点于爱奇艺播出。为了向大家呈现一

档别开生面的京剧综艺， 王

珮

瑜此次全程参

与了节目设计、统筹各个环节，打造“瑜老板”

的线上个人秀专场，将京剧的历史、故事、流

派、表演娓娓道来。

为京剧做一档属于自己的综艺节目，让

更多人看到京剧、感知京剧，是王

珮

瑜一直以

来的想法。 京剧看上去与综艺节目主打的娱

乐性似乎相距甚远， 但从其 200 年的历史来

看，它本就是从大众生活中走来的，人们爱看

戏，爱的正是戏文、声调、故事能够“娱人娱

情”。

据介绍， 这档节目从 2018 年筹备至今，

其间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在年初因为疫情居

家隔离的日子里， 王

珮

瑜及其团队利用这段

时间调整、梳理、积累、总结，《瑜你台上见》才

终于渐渐明晰起来，并最终敲定以“脱口秀+

表演”的节目形式呈现。 3 月复工伊始，“瑜老

板”即刻投入节目“云录制”的工作中。

实际上， 王

珮

瑜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开展

了京剧清音会、“瑜乐京剧课” 等等各种形式

的讲演。去年 9 月，她就曾在广州大剧院举办

“2019 老生常谈———王

珮

瑜京剧清音会”，吸

引大批年轻观众捧场。 凭借这些年来的经验

与积累， 王

珮

瑜也更加了解到年轻人好奇什

么、喜欢什么。 在《瑜你台上见》中，“瑜老板”

每期都会适时地加入表演，有时是一段清唱，

有时是扮上妆的彩唱； 同时通过讲述名角儿

们背后的故事、舞台上的举手投足、经典剧目

里的离合悲欢等，打破各种“壁垒”，让年轻人

亲近京剧、爱上京剧。

首档京剧脱口秀《瑜你台上见》周五上线

“瑜老板”约你线上听京剧

“冰糖cp”那么甜怎么演？

张新成：我跟吴倩没有刻意演

录节目偶遇“假粉丝”

王鸥笑着“打假”：看过《伪装者》吗？

看《冰上恋人》找感觉 冰上动作基本亲自上

说回 《冰糖炖雪梨》， 除却

“冰糖 CP” 校园情感， 冰上运

动也是剧集重点之一。 无论是

棠雪对短道速滑的执着热爱，

还是黎语冰对冰球夺冠的坚持

追逐， 亦或是喻言对花滑的刻

苦磨炼， 都能让人感受到竞技

体育热血激昂一面。 张新成坦

言 ， 当初吸引他出演的一大

原因就是冰球选手这个点， 拍

摄时也有专业人士一直指导着，

虽然被夸过有天赋学得快， 但

他直言演出专业运动员“有压

力”， “为了不在拍摄过程中露

怯， 大部分动作我都是自己上。

（

没有替身吗 ？）

有的， 少部分

高 难 度 动 作 是 教 练 帮 忙 完

成。”

此外， 开拍前张新成还特

意看了木村拓哉主演的 《冰上

恋人》， 自觉对角色塑造有帮

助， “他很会演， 眼神、 感觉

很抓人， 因而在我原有的表演

习惯上， 也会找找他的感觉。”

此外， “冰糖” 导演朱锐斌还

执导了 《香蜜沉沉烬如霜》， 张

新成在他的调教下学会了提升

镜头感， “我以前太注重自己

演戏的感受， 这次学到了如何

在镜头前更自由交流的方式。”

拍青春题材成绩不俗 目前没想过转型

作为一名 95 后男演员， 张

新成入读中戏后演艺事业上的

发展在旁人看来是很顺畅的。

2017 年， 他主演的青春校园剧

《你好， 旧时光》 至今还保持着

8.7 分豆瓣好评， 开朗阳光的林

杨至今仍是许多女孩心目中的

“校园男神” 代表。 去年在湖南

卫视播出的 《大宋少年志》

“元仲兴” 一角， 则让人看到他

鬼马有趣的一面。 更别提这次

演绎性格外冷内萌的“冰神”

了。

被问及一路走来有哪些关

键节点时，张新成回答说，每部

戏都像钥匙扣一样环环相扣，但

“林杨”和“元仲兴”确实影响很

大。“演完‘旧时光’我变得活泼

爱笑了，‘少年志’后生活里开始

有鬼点子了。 其实每个角色在我

身上都会留下影子。 ”演了几部

评分高作品后，粉丝对他的期待

也越来越高， 对此张新成表示：

“评分好的话会促使我接更多好

作品， 也会有一点心理负担，但

很多地方不是演员能掌控，能让

自己一直在行业里存活下去才

是最重要的。 ”

拍戏以来，张新成在青春题

材剧方便成绩不错，不知他是否

有突破转型，或演其他剧种的念

头？ 张新成有着自己的想法：“目

前没想过尝试别的题材，毕竟我

年纪在这， 也不可能突然演 40

岁的人那不太合适。 而且我是容

易自我怀疑的人，只有看到外界

肯定评价才会增加一点信心，我

希望自己现在能做到的就是，每

次出演角色‘有相同点又不尽相

同’。 ”

至于时常被评论有“少年

感”， 张新成调皮地笑说：“因为

我还是个少年啊！ 非要说我理解

的少年感，那就是有一定程度的

稚气，不故作高深，有懵懂的地

方，有犯错的余地。 ”

“冰糖 cp”原是湖北老乡 交流全靠谈吃的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冰糖炖雪梨》，讲

述了“短道速滑少女”棠雪

（吴倩饰）

在大学校

园里重逢“冰球男神”黎语冰

（张新成饰 ）

，两

人在追逐冰上梦想的过程中， 同时收获真挚

爱情的故事。本周播出剧情里，因为情敌喻言

的出现， 黎语冰渐渐领悟到自己对棠雪的感

情，尤其是追问“堂主”时两人在冰面上意外

接吻，更是让喜欢“冰糖 cp”许久的观众长出

一口气，还要求剧组追加“糖分”，“照这个速

度发糖，我罩得住，我不酸！ ”

采访中有记者问张新成， 怎么跟吴倩演

出这种互动的“甜”？他解释说，两人虽然是第

一次合作， 但同为湖北人这个共同点让他们

私下交流顺畅，“我们俩在剧组时都是用家乡

话交流。她是武汉人，我是荆州的，口味相近，

平时美食交流最多！ ”而此次共演，他也发现

吴倩的优点，“吴倩本身就是路人缘很好的

人，加上她也演过很多戏，有丰富经验，所以

黎语冰遇上棠雪时， 我们根本不需要刻意做

很甜的动作，就会有感觉。 ”

而这段时间因为家乡疫情的关系， 张新

成颇多担忧，湖南卫视元宵晚会上，他和歌手

冯翔合作的湖北民谣《汉阳门花园》看哭了不

少网友。说起此事，他感叹前段时间心里确实

很难受，“回不了家，东西也寄不进去，又看到

确诊数字一直在增加。 所以那阵子每天都坚

持视频看看家人的情况， 我姥姥说每天有人

送菜，这才慢慢放心。 ”

受疫情影响， 本应在上个月开始的全国

艺考也因此推迟，作为曾经的“艺考”神话

（张

新成

2014

年取得了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

学院、中央戏剧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 “四校

第一”的好成绩。 最后以高考成绩

560

分，文

化、 专业双第一的成绩进入中央戏剧学院音

乐剧系）

，张新成也给暂时等待的艺考生们给

出建议，“我人生最胖的时期就是高考期间，

所以今年艺考生准备考试取决， 还是要注意

一下体形管理。 ”

正在优酷热播的《冰糖炖雪梨》，大概是近期荧

屏“甜度”最高的作品了，与吴倩共组“冰糖 cp”的张

新成，昨日在媒体微信采访中透露，观众觉得“很

甜”并非他们刻意演出来的。 不过，为了演好“冰球

男神”专业一面，张新成下了不少功夫。 而谈及一直

被外界夸奖有“少年感”，张新成理解是“有一定程

度的稚气，不故作高深。 ”因而此刻的他并不急着转

型或者少拍青春题材， 对自己的期许是多拍好作

品，“一直在行业里存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