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奇创始人”陈伟霆分享自己
对偶像的定义，认为做自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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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电影《憨豆特工3》内地
定档11月23日，与《无敌破坏王
2》同天上映。11月的进口片安
排则变得更加拥挤。

《憨豆特工3》距《憨豆特工
2》问世已过7年，63岁的“憨豆
先生”罗温·艾金森却宝刀未老。
在这一部里，憨豆特工约翰·英格
利士先生将与高新科技来一次爆
笑碰撞。由于一场网络攻击曝光
了英国所有活跃的卧底特工的秘
密身份，已经退休的约翰·英格利
士成为了唯一一个没有被揭底的
特工，一边是艰巨任务一边又是
特工最后唯一的希望，已经退休
的憨豆先生又要做回特工，并寻
找这场网络攻击的黑客。

英国著名喜剧演员本·米勒
将延续其在第一部中的角色，再
一次配合罗温·艾金森，出演特工强尼的倒霉搭档包尔，
著名“邦女郎”欧嘉·柯瑞兰寇则担任影片女主角。

“007”系列电影金牌编剧尼尔·珀维斯、罗伯特·维
德再次联手，与该系列的老搭档威廉姆·戴维斯一同继续
为《憨豆特工3》撰写剧本。 余乐

喜剧大师新电影 将与网络黑客交手

憨豆挤进11月

好莱坞魔幻冒险大片《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将
于11月16日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作为J.K.罗
琳魔法世界全新系列《神奇动物在哪里》五部曲的第二
部，该片故事承接上一部片尾黑巫师格林德沃（约翰尼·
德普饰）被抓捕归案的情节：他从美国越狱后逃往法国秘
密发展势力，企图在魔法世界掀起一场空前的暗黑风
暴。为了挫败格林德沃的阴谋，邓布利多（裘德·洛饰）向
昔日学生纽特（埃迪·雷德梅恩饰）寻求帮助，携手与暗黑
势力展开殊死对决……值得一提的是，纽特、蒂娜、雅各
布、克雷登斯等前作的角色在片中集体回归。前日，影片
在北京举行了中国首映礼，众主创现身与影迷热情互动。

好萌！中国神兽驺吾登场

呆萌爱钱的嗅嗅、胆小害羞的护树罗锅……作为该
系列的“核心角色”，各式各样的神奇动物在第二部再次
亮相。此外，片中还出现了中国神兽驺吾、马形水怪等拥
有强大技能的新动物。埃迪·雷德梅恩对来自中国的“新
朋友”驺吾宠爱有加：“它是一只非常大的猫科动物，可以
日行千里，非常强大。但它最开始受限制了，是我饰演的
纽特驯服了它，建立起亲密关系之后便释放出它的强大
技能。”

惊喜！年轻版邓布利多亮相

对于哈迷来说，年轻版邓布利多的登场是《神奇动
物：格林德沃之罪》最大的惊喜。饰演邓布利多的裘德·
洛说：“等了这么久才加入魔法世界，可能我就是在等这
个角色吧。之前已经有两位老戏骨饰演过邓布利多，而
年轻版的邓布利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也有很多欲望，大
家会看到跟印象里不太一样的邓布利多。”邓布利多和格
林德沃曾在《哈利·波特》第七部里合体亮相，而有关两人
的故事将在《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中全面展开。裘
德·洛表示：“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可能需要之后的两三
部影片才会慢慢揭开。”

曲折！纽特与蒂娜终成眷属

在《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中，神奇动物学家纽
特、美国魔法国会的“傲罗”蒂娜、懂读心术的女巫奎妮、
不懂魔法的“麻鸡”雅各布组成的四人魔法小组再度集
结，两对情侣的感情也将有进一步发展。而纽特和蒂娜
这一次的重逢却并不愉快，蒂娜的饰演者凯瑟琳·沃特森
透露：“两人的感情会受到一些挑战，反而让蒂娜的情感
变得更强烈，最后他们还是会终成眷属的。”

心疼！纳吉尼原本善良脆弱

上一部里被处决了的“默然者”克雷登斯在片中再次
现身，成了一名马戏团成员。他是怎么复活的？克雷登
斯的扮演者埃兹拉·米勒说：“很多人都认为我的角色在
上一部就已经结束了，可能我这次只是一个鬼魂。不管
怎样，我确实加入了马戏团并且有一个新朋友，那就是纳
吉尼。他们都受到过伤害，相遇后结成了新的同盟。”作
为《哈利·波特》系列中伏地魔的贴身爱宠和魂器之一，蝰
蛇纳吉尼在《神奇动物》系列中的亮相令人意外，她的前
世今生也牵动了影迷的心。原著作者J.K.罗琳曾解释：

“纳吉尼是兽人，她们都是女性，从出生就承受了血咒，这
种诅咒会从母亲传给女儿。”扮演纳吉尼的韩国女演员秀
贤此前也谈到：“此时的纳吉尼还不是伏地魔身边的那个
恶棍，只是一个善良脆弱的女人。” 王莉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中国首映礼星光熠熠

中国神兽跻身
“神奇动物”

由东方卫视联合慈文传媒共
同打造的歌舞竞演节目《中国梦之
声·下一站传奇》媒体发布会在上
海举办。节目中女生战队“传奇创
始人”吴亦凡、宋茜、周笔畅，男生
战队“传奇创始人”陈伟霆、邓紫棋
悉数亮相。

记者在发布会后专访了陈伟
霆，对于“下一代”偶像，陈伟霆给
出自己的定义：“做自己更重要。”

作为节目模式中最大的核心
创新点，《中国梦之声·下一站传
奇》聚焦男女战队竞演大对垒。节
目组从13696名海选选手中精挑
细选出108位梦想学员，并将他们
以性别分队，通过多轮唱跳结合的
竞演比拼，最终决出年度最佳唱跳
艺人。据悉，《中国梦之声·下一站
传奇》将在每周日晚21点档在东
方卫视播出。

偶像标准
打造自然有底气战队
别“违心”做自己更好

问：作为男生队的导师，选择
选手你会有哪些标准？

陈伟霆：我选择的标准是喜欢
自然一点，我经常在后台跟他们
说，你们把眼线、眼影可以擦掉吗，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他们眼睛上有
眼影。我希望可以打造一个自然、
有底气的男战队，让女生会喜欢，
男生也喜欢。

问：这个标准会拿你自己来做
参照吗？

陈伟霆：会拿现在的我做参

照。我经常跟他们说，千万不要违
背自己的心，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为什么粉丝去追捧你，因为这个是
你。不是说看别人火了，今天你也
得弄一个跟人家差不多的造型，这
样复制就不是你自己，路也肯定走
不长。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边走边寻
找自己的路，我到现在还是很真诚
地对待自己，到哪个年纪应该做什
么，我就去做什么，不会为了迎合
市场而刻意把觉得不适合的东西
往自己身上加。

问：很多艺人前期迎合市场，
让大众认识之后再去做自己，你怎
么看这样的矛盾？

陈伟霆：是这样的，我记得有
一个前辈跟我说过一番话，他说娱
乐圈就好像跑马拉松一样。多年
过去，你还在这个圈子里，还有人
找你工作，你的粉丝也还在，这样
你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艺人。所
以，我一直觉得，如果是为了长久，
当然是做自己、相信自己喜爱的东
西才好。

培养后辈
现在参加比赛压力更大
成“传奇”首看个性气质

问：你当时也是唱跳歌手入行，
参加“下一站传奇”之后有没有调动
起你刚入行时候的一些记忆呢？

陈伟霆：我也试过很多比赛，
有输有赢，所以我特别体谅他们。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电视、网络都
会播，大家的关注度也提高了，讨

论得也更多，所以他们面对的压力
跟我不一样，绝对比我当年的压力
大太多了。

问：看到学员压力大，你会在
后面的比赛中调整一下，多说好话
吗？

陈伟霆：不会，因为是男战队，
是男人，因为你接下来出道也会被
抨击，哪有一个艺人不是接受大众
评论的，必须得自己承受过来。还
有我们说的话，尽管可能难以接
受，但都是真心话，为他好的。

问：娱乐圈新人辈出，你会不
会很有压力？

陈伟霆：我觉得这几年，厉害
的新人出现得越来越多、越来越
快，每年会出几个很火、很受欢迎
的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其实我
也是慢慢成长到现在的程度，定位
不一样的情况下，心态也不一样。

问：你个人觉得“下一站传奇”
的明星具备舞蹈、唱歌、颜值元素
中哪个最重要？

陈伟霆：这些都不是，一个人
的个性、气质肯定是首要的，因为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巨星，
后天的培养很重要，如果先天条件
不好，那么后天的培养更重要。张
国荣、梅艳芳、罗文等人，都是我心
中的巨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
是气质、性格很吸引人，让人心生
好感，后天努力地去练歌、跳舞、演
戏，再加上一些天分，巨星的范儿
可不是装出来的。 王磊

选择选手时喜欢自然一点 当“传奇”后天培养更重要

陈伟霆：谈做偶像应先做自己

电视剧《创业时代》正在东方
卫视热播，剧集改编自付遥同名商
战小说，讲述了在移动互联网产业
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天才软件工
程师郭鑫年在强敌环伺的商业环
境中，凭借一款名为“魔晶”的手机
软件，掀起移动互联网革命的故
事。

从开播伊始，该剧就承包了不
少吃瓜话题，从剧中创业故事是否
失实到Angelababy 的演技到底
有没有进步，甚至期间还发生了周
一围工作室为失误点赞一条批评
baby演技的微博而道歉的风波。
而周一围在剧中饰演满腹野心的
创业者罗维，也是一直充斥着争议
讨论。对此，近日周一围在上海接
受采访时表示，剧中罗维的初衷是
对的，但行为极端了。

在中关村长大，见过
求生欲极强的创业者

《创业时代》里有形形色色的
创业者，剧中，黄轩扮演的郭鑫年
和周一围饰演的罗维，恰巧就是最
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类型。他们都

具备创业的敏锐力和眼光，从移动
互联网中看到巨大商机，渴望靠着
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

但不同的是，两人从创业初
期，便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如果
说郭鑫年所代表的是正直派，那罗
维这种会在过程中使用心机手段
的，则有些争议。他会为了得到投
资而接近那蓝（Angelababy 饰），与
女友温迪（宋轶饰）进行地下恋情，
还会为了击溃郭鑫年，与有钱有势
但不择手段的金城（代旭饰）合
作。出位的行为手段也让罗维一
角引发讨论。

对此，周一围坦言，他虽然不
赞同罗维的种种行为，却能够理解
他的做法，“剧中罗维的初衷是好
的，但他为了理想所做的一些事
情，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评价郭鑫
年和罗维从好友到最后分道扬镳
是因为三观不和，在周一围眼里却
是另外一种看法，“不算三观不和，
就是理念之争”。他认为主要是两
者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并不一样，

“我理解这个世界是达尔文主义，
他理解这个世界是天下大同。”

周一围还透露，他自小在北京

中关村一带长大，“在那里见过许
多像罗维这样的创业者，他们不断
往返于客户之间，忙碌且充满激
情，求生欲极强，不惜一切只想成
功。可以说，罗维就是这些人的缩
影。”正因为从小目睹了这些人的
生活状态，周一围才赋予角色鲜活
的生命力。他说：“这个人物太真
实，所以身边的朋友看过后，还惊
讶地问我‘你是怎么抓住这个人物

的精髓的，怎么演得那么真实’。”

不红并非坏事，不倒
下就能做得更好

有意思的是，在谈到与罗维有
何相似之处时，周一围表示，“其实
我也是个创业者”。在他的理解
里，演员这个职业也是创业的一
种，“我就是自己的老板，自负盈

亏，这就是创业。”
事实上，在去年《演员的诞生》

播出之前，许多观众可能还不知道
周一围是谁，他在节目中用演技刷
出了存在感。节目帮助他提升知
名度且圈了不少粉，不过如今的周
一围聊起却很坦然：“（通过出演综
艺变红）这个事对我来说是好事，
很多编剧、导演，投资方也是在综
艺之后纷纷找到我。现在我可以
做一些原来想做而不可能、或者没
有条件来做的事。”对于自己从前
那段“默默无闻”的日子，周一围则
坦言：“对‘创业者’来说，所有的失
败都是好事，如果你没有因为失败
而‘倒下’，那么你的下一个‘产品’
就会做得更好。”

周一围希望通过出演优秀的作
品，向观众传递一些具象化的东西，

“怎么演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
们能通过一部作品，表达什么样的
观点和价值，传递什么样的故事。
好的作品自然能传达积极正面的价
值观，这些如果能被大家接受，我就
很满足了。”他也表示，日后不仅将
继续演员的使命，还期待有机会转
行当导演和编剧。 蔡慕嘉

在商战剧里扮演心机创业者惹争议

周一围：演员也是创业者，需要“自负盈亏”

10月 30日晚间，武侠泰斗金庸
（本名查良镛）逝世，享年94岁。

金庸出生于1924年3月10日，曾
经创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
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
鼎记》等家传户晓的小说。

一部百年武侠小说史，自还珠楼主
以下，名家辈出，惟金庸名头最盛、享誉
最长，横扫华人世界。他以汪洋恣肆的
想象力，十余年间写下15部作品。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这联中的14个字，正是他14部武
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还有一部不
在其中的，便是《越女剑》。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金庸开始武
侠小说的创作，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1955年，《大公报》下一个晚报有
个武侠小说写得很成功的年轻人，和
金庸是同事，他名叫梁羽生。那年梁
羽生的武侠小说即将完结，而他的创
作又到了疲惫期，于是，报纸总编辑邀
请金庸将武侠小说继续写下去。

虽然此前从未写过小说，但凭借
他对武侠小说的了解与喜爱，金庸还
是答应接替梁羽生的任务。他把自己
名字中的镛字拆开，做了一个笔名，
《书剑恩仇录》正是他的第一部武侠作
品，作品一炮而红。

此书成功之后，金庸又在短短的几
年内创作了《碧血剑》《雪山飞狐》和《射
雕英雄传》等作品，一时间风靡全港。
十余年间，他写下15部洋洋大作。

上世纪80年代初，广州一家杂志
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金庸的武侠
小说正式进入内地。时至今日，即便
你始终不曾看过他的原著，但其作品
在两岸三地不断被改编成的影视剧，
可能也是陪伴你成长的一个标志。

虽然作家王朔曾批评金庸小说是
现代社会四大俗之一（还包括成龙电
影、琼瑶电视剧和四大天王），但金庸
倒不觉得这是一个坏的批评，他说俗
就是接近很多人，或者很多人喜欢它。

确实如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受到

了社会各阶层读者的欢迎，他曾获得
领导人的接见，也被普通的男女老少
所喜爱。

1972年，《鹿鼎记》连载结束，金庸
宣布封笔时，不少读者为之遗憾。

金庸一生经历极其丰富，获颁荣
衔甚多，他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是一
代杰出报人、是学者、是华人文化界的
重要的人物之一等等，见证了上世纪
中国无数重大历史事件。

1972年，金庸封笔；1989年，《明
报》创刊三十周年的日子，金庸卸任社
长职务；上世纪90年代，金庸将《明
报》集团卖给商人，退出商界；2007
年，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职务……

在完成了一次次谢幕后，
这次，他真的退出江湖了。
儿女情长今犹在，
江湖侠骨已无多。
再见，金庸；再见，江湖。

本报综合

再见，金庸
再见，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