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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晚，2019 电视剧品质盛典在东方卫视播出，
近百位明星齐聚。盛典上，有不少有意思的瞬间：凭借

《地久天长》拿下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王景春、咏梅担任
颁奖嘉宾；“极限男人帮”在舞台上实现隔空聚首⋯⋯

在盛典上，东方卫视提前宣布了两部有望在该平台
播出的新剧：一部是由汪俊执导，黄磊、海清、陶虹主演，
反映家长与子女高考升学焦虑的《小欢喜》；一部是孙红
雷、张鲁一、万茜、尹昉主演的年代剧《新世界》。

当晚，陈坤获得了“年度电视剧风云人物”，主办方
“别有用心”地安排了昔日的三位“荧屏女友”李小冉、董
洁、万茜为他颁奖，引发一波回忆杀。李小冉说：“他是我
人生中非常难忘的人物。”董洁说：“我们是朋友是知己也
是亲人。”俏皮的万茜则夸陈坤是“行走的盛世美颜”。

《大江大河》剧组拿下榜样剧作、品质制作人、品质编
剧、品质之星等多个奖项。在为制片人侯鸿亮颁奖时，王
凯特意戴上角色“宋运辉”的眼镜，感谢侯鸿亮：“没有他
的慧眼就没有现在的我。”董子健则亮出角色“杨巡”的扁
担说：“这特别能代表他，有责任有担当。”“雷东宝”杨烁
也感谢侯鸿亮一直以来的栽培。

童瑶、杨烁凭借在《大江大河》里的表现，获得“年度
突出表演剧星”，为他们颁奖的是唐嫣、罗晋夫妇。唐嫣、
童瑶、杨烁还是中戏同学，三人一起追忆了大学时光。童
瑶说起唐嫣大学时的故事：“大一时，我们一般会找跟自
己比较像的角色演，没想到她第一次就挑战跟自己反差
特别大的角色，演了一个乞丐，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女孩不
简单。” 龚卫锋

2019年电视剧品质盛典群星荟萃

三位“女友”给陈坤颁奖

《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第
二季正在江苏卫视播出。节目中，
魏坤琳正式回归，从科学评审变身
为脑力队长，和王峰、鲍橒形成三
足鼎立之势，同时还有戚薇、韩雪、
郭采洁三位女嘉宾加盟，而主持人
仍旧是从《最强大脑》最初起就陪
伴大家的蒋昌建老师。

日前，记者采访了蒋昌建，他
分享了从一个辩手到大学老师再
到主持人的人生经历。《最强大脑》
算是他一个很特别的主持经验，

“主持人只是一个桥梁，选手是主
角。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大
的挑战，因为你遇到的都是新人，
你心里对他们在舞台上表现没有
任何的预期，所以你要更加集中注
意力。而且我在舞台上一站就是
好几个小时，这是一个体力活。”

韩雪睿智，郭采洁辛苦
《最强大脑》进阶为《最强大脑

之燃烧吧大脑》后，对于主持人蒋
昌建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变化，

“《最强大脑》可能更关注人和项目
的关系，尤其是关注项目：挑战项
目本身是否能够顺利地推进？”因
为《最强大脑》几季下来很多选手
都变成了熟面孔，而《最强大脑之
燃烧吧大脑》 参与的选手都是从
社会各界选拔出来的脑力新人，

“可能对我来讲都是陌生的选手，

所以这一次我更关注人。”
新一季节目中，韩雪、戚薇、郭

采洁将分别配合王峰、魏坤琳、鲍
橒 三 位 队 长 进 行 选 拔 队 员 的 工
作。之前蒋昌建和韩雪在《跟着贝
尔去冒险》中就有过合作，“韩雪在

《跟着贝尔去冒险》的时候就很智
慧，非常睿智！”蒋昌建对她评价很
高，说她头脑清晰，非常了解教练
需要什么？以及调动哪些资源去
解决问题？“她是演员当中的最强
大脑之一。”而蒋昌建认为戚薇是
一个情商很高的女生，“她跟场上
的选手能够没有缝隙地同呼吸，共
命运。”郭采洁则被蒋昌建称为“大
姐姐”，因为“她很辛苦，她除了要
安慰选手，还要把鲍橒照顾好。”作
为队长之一的鲍橒不擅长语言表
达，“鲍橒最大的问题是内心当中
储备了几吨的汽油，但就是不燃
烧。那你怎么办？我觉得郭采洁
来了就很好，那一把火一点，哎
呀 ！ 鲍 橒 就 成 了 一 个 燃 烧 的 火
球。”另外，蒋昌建还透露，郭采洁
成了鲍橒和选手之间的“翻译”，能
够把鲍橒的理性用感性的方式和
选手进行交流，“这个事让我叹为
观止。所以找这三位女明星，其实
是找对人了。”

参与杨澜节目，只用动脑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在《最强

大脑》的舞台上看到蒋昌建算是他
“回归”公众视野。1993 年，蒋昌
建和队友一起参加首届“国际大专
辩论赛”获得冠军，他个人也夺得

“最佳辩手”称号。当年他们真的
是年轻人的偶像，但在夺冠之后，
蒋昌建就“消失”了。对此，他透露
说：“第一是学业没完成，因为我还
在读书嘛。第二个呢，因为我对职
业 的 设 定 是 要 当 一 名 学 校 的 老
师。”所以他当年婉拒了很多曝光
的机会，又回到了复旦校园。“你知
道吗？青春永驻的办法不是贴面
膜，而是一直留在学校，一直面对
18 岁进来、22 岁出去的年轻的学
生。”

2001 年他曾担任《杨澜访谈
录》 的总策划。但那时候他依然
没有走到幕前的想法，“当时是从
学术考虑的。”后来是央视前副台
长陈汉元找到他，“陈老师找到我
说：‘你能不能帮一个节目来做一
个总策划？’我就说：‘这个节目要
干吗？我没搞过电视，什么都不知
道。’他说：‘不要搞电视，你做研究
就可以了。’”蒋昌建一听做研究于
是就答应了。“《杨澜访谈录》的访
谈对象是全世界的政商社会文娱
界的领军人物，大部分跟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有关，正好是我的专
业。我就只动脑，不动位置。所以
才做了。”

正式做主持人是在《最强大
脑》，“这个节目它不走寻常路，就
从原来的主持人的这个框子里头
出来，在高校里头去找，就找到了
我。”而中国的主持人中，蒋昌建老
师比较喜欢的有孟非、崔永元、杨
澜⋯⋯

儿子的兴趣在军事和编程
如今的蒋昌建平时主要在复

旦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周末会来南
京 录 制《最 强 大 脑 之 燃 烧 吧 大
脑》。而《跟着贝尔去冒险》这样的
节目也是利用暑假录的。最初参
加这档冒险节目是希望能给儿子
树立一个独立生活的表率，“我觉
得我儿子比我酷，他对我参加节目
中的这些项目就‘嗯，还行吧！’就
这样。我期待他很多的评论，没想
到就三言两语。”

蒋昌建对孩子的教育觉得“学
习最好的方法是跟着兴趣走”。所
以就算主持《最强大脑》，也不一定
非得给孩子进行记忆力等方面的
训练，“小孩子如果在这方面有强
烈的兴趣的话，你可以给他训练。
如果他自己没有太多的兴趣的话，
家长硬逼着他，我觉得没必要。”他
说自己儿子的兴趣在于军事和编
程方面，“他不是一个学霸型，但他
是一个在自己兴趣的领域里头特
别钻研的人⋯⋯他不是为考试而
生的。”

对于未来，蒋昌建表示，人到
中年了，“第一个要认识到自己能
力的边界。第二个呢，要适当放慢
一下节奏，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三
个，当然是保持好奇心，找自己感
兴趣的事情做⋯⋯就这些。”

蔡庆中

访《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主持人

蒋昌建蒋昌建：：我觉得我儿子比我酷我觉得我儿子比我酷

代际情感观察真人秀《女儿们的恋爱》正在芒果 TV
热播。节目请来 Selina 任容萱姐妹、傅园慧、沈梦辰四
位女嘉宾和她们的老爸，让爸爸们围观女儿“恋爱”全过
程。作为节目里唯一一位非单身的女嘉宾，沈梦辰“贡
献”的是和男友杜海涛的相处日常，这也是两人相恋近 6
年来第一次爱得如此高调。节目里一切换到两人的部
分，就是“大型撒糖现场”。沈梦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现实中两人其实比节目里还甜呢。

海涛情商高，从不发脾气
“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偶像剧般的女主角。我是

看了节目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爱情）原来就是这么甜，这
么浪漫”，这是沈梦辰参加了《女儿们的恋爱》后的感受。
其实不仅是本尊，许多观众也表示，每次看节目都被这对
主持 CP 撒了太多狗粮。说到参加节目的原因，沈梦辰
表示，“就是想要满足大家对我跟海涛的疑问”，因为两人
最初在一起时，外界有很多不解的声音。所以她这次就
是来“晒”男友的，“希望通过节目告诉大家，海涛到底是
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是一个很细心、很
贴心、很温暖的男朋友。”

相恋多年，为什么还能一直如热恋般甜蜜？是大家
看完后发出的疑问。对于恋情保鲜，沈梦辰支招道，“每
天都过得很有仪式感。”像是刚刚过去的 2 月 14 日，虽然
两人都在国外，但海涛早早就策划为她准备惊喜——沈
梦辰当天微博发的花和兔子，其中玫瑰花上的“2072”是
两人在一起的天数，兔子则是以前购于国外，因为长相形
似他们，买回来后一直放在海涛家，由他负责“照顾”。

有人说他俩在节目里甜得像在演偶像剧，沈梦辰则
说，“其实在节目里和节目外，我们俩是一模一样的。不
是说在节目里我们很甜，私下就狂吵架，并没有。我们俩
私下甚至比节目里更甜，因为毕竟是节目嘛，所以会把握
一个尺度，怕观众不太适应。我们私底下更甜，超甜的那
种，就是我经纪人还有我身边人都受不了的那种。”

理想中的爱情？沈梦辰说就是现在拥有的爱情。海
涛不仅给予她别人无法替代的安全感，还很细心、耐心，

“他是一个超级无敌有耐心的人，从来不会发脾气，也不
会大声，连大声说话都没有。他情商极高，在你不开心
时，一定会用更巧妙的方法，来让你变得开心。”

被催婚是好事，但现阶段事业为主
在最近播出的节目里，海涛的爸妈从东北到长沙。

为了招待准公公准婆婆，沈梦辰也难得下厨，还赢得海涛
妈“常老师”的夸赞。就连坐在棚内观察的沈爸也说，“梦
辰现在跟涛妈，处得比她和自己的妈妈还好。”对此，沈梦
辰笑言，“我对常老师和对我妈妈是一样好。”

女儿和准婆婆亲，爸爸也力挺准女婿。之前沈爸曾
提及情侣吵架闹矛盾，会先从自己女儿身上找问题。 沈
梦辰解释道，“我爸一直都是这样，不管发生什么事，一
定是先从我这找问题，因为他觉得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
并不是说全都是别人的问题，或者全都是我的问题。但
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先来说我，我爸一直都是这样
严苛。”

对于海涛，沈梦辰也透露，爸爸并非一开始就很满
意，也会疑惑“他到底哪里好”，女儿为什么喜欢他。后来
接触了解后，就很喜欢他了。她还爆料，这次让沈爸上节
目，一开始他也很纠结，担心普通话不标准，不知道在镜
头前表达什么，“后来我鼓励他，我说老爸你三观这么正，
必须上去。在我和我妈不断地劝说下，他就勉强同意
了。参加节目之后反响很好，包括张绍刚老师对我爸的
评价也很高，他就越来越有信心。”

海涛和沈梦辰什么时候会结婚，也是现在大家关心
的问题。对于大家的催婚，沈梦辰表示“是好事”，“因为
大家都很希望你能够走上婚姻的殿堂，然后很美满。能
理解”。不过现阶段她还是以事业为主。 蔡慕嘉

沈梦辰：我和海涛私下
比节目里还甜

国产文艺片“抢镜”
奥斯卡佳作趁热登场

近日，刚刚从柏林电影节载誉归来的《地久天长》宣
布将于 3 月 22 日上映。片中，王景春和咏梅饰演一对相
伴 40 年的普通夫妻，凭借自然细腻的表演，两位演员分
别当选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

从 3 月 1 日《绿皮书》上映开始，阳春三月，多部优质
文艺片陆续而来。

3 月 14 日，由陈意涵、刘以豪、张书豪主演的爱情电
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将登陆各大院线。该片此前口
碑极佳，爱情故事扣人心弦，配上浪漫唯美的电影画面，
击中无数观众的泪腺。

3 月 15 日，由青年导演白雪执导，新生代演员黄尧、
孙阳、汤加文联袂主演的青春电影《过春天》即将上映。
3 月 8 日，《过春天》在全国开启 200 多场超前点映，上座
率惊人，而且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热况。青年导演白雪展
现了成熟的作品完成度及沉稳的影像掌控能力，有影评
人点评：“少见如此将文艺片与类型片相融合得恰到好处
的新人作品。”

同日，由张猛执导，王锵领衔主演的现实主义题材影
片《阳台上》也将登陆全国各大影院。电影讲述了主人公
张英雄（王锵饰）决心为父报仇，却对仇人女儿（周冬雨
饰）产生复杂情愫的故事。这是张猛采用胶片拍摄的一
部电影，周冬雨首次担任出品人并特别出演。从花絮来
看，这是一部颇具个人特色的作品，胶片质感呈现出的文
艺调子在当下的电影市场已难得一见，让影片成为 3 月
电影市场一抹特别的亮色。

此外，不少奥斯卡获奖佳作也趁着热度还未消退马
不停蹄地上映。继《绿皮书》几乎“零时差”与观众见面
后，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也确定于
3 月 22 日引进，但仅在艺术联盟院线上映。作为传记电
影，《波西米亚狂想曲》讲述了世界乐坛传奇皇后乐队从
组建到成名，从低谷到巅峰的故事。

文艺片不是晦涩的代名词
好看的文艺片同样受到市场欢迎

以往，文艺片给人不卖座的刻板印象。然而，随着国
内观众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对电影类型的选择日渐广泛，
也更为包容。

去年11月，小成本文艺片《无名之辈》在一众大片面
前杀出重围，凭借绝佳口碑实现 7.9 亿元的票房逆袭，让
不看好文艺片的人大感意外，也为无数小成本影片的创
作者注入信心。同样成功的例子还有去年上映的《无问
西东》，该片取得7.5亿元高票房。

相对商业大片，文艺片的制胜法宝在哪里？从已成
功的电影来看答案呼之欲出，那就是要有精良的制作。

《无名之辈》剧本够强，故事复杂却能自圆其说，中间还夹
杂了不少笑点，一众演员表演精湛。《无问西东》拥有章子
怡、黄晓明、张震等明星，但更为打动观众的是戏中人物
怀抱理想的青春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壮志激昂的家国情
怀，也有细微的情感探讨，让人动容。这说明，文艺片并

非晦涩的代名词，一部好的文艺片同样需要一个好看的
故事，而好看的文艺片同样可以受到市场欢迎。

文艺片想在市场占一席之地
观众的口碑至关重要

前不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于广州
开讲时就毫不讳言，好的文艺片不应是导演的孤芳自赏，
也不应是温吞的晦涩隐喻。无论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
首先要符合影院观众的需求，文艺片也要制作精良，足够
好看，否则就算院线给予排片也依然难以吸引观众。

2019 年跨年夜，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一吻跨
年”为噱头，令很多抖音用户和网友们冲着“浪漫爱情片”
走进电影院。但最终晦涩的剧情、灰暗的灯光等让观众
大呼“上当”，使得影片在首日票房刷新国产文艺片单日
票房最高纪录的情况下，第二天票房、口碑断崖式下滑，
最终不仅争议不断，也伤害了电影本身。

另一方面，文艺片想要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观众的
口碑至关重要，这也就需要影片的质量本身够硬。有院
线经理分析，如果前期观众对影片期待值不高，最终的观
影体验却大大超出预期，会使得这批观众更有意愿去力
推其他观众也去观看这部作品。

然而，文艺片的处境依然不乐观，业内对于给予文艺
片更多空间的呼吁也一直未停止。3月7日，导演张猛在
无锡市江南影视艺术学院与观众交流时就呼吁大众多多
关注文艺片。

不过，《地久天长》的发行方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
冬对这部电影的质量充满信心，于冬认为，《地久天长》能
从浮躁的商业电影氛围中脱颖而出，一定会感动所有进
影院的观众。

文艺片三月“抢镜”
能否撬动影市看口碑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观众支持高质量的艺术佳作，而
文艺工作者们多次呼吁的艺术影院也终于落实。

2016年，全国首个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成立，首批加盟的艺术影
院达到100家，每家影院固定一个影厅作为艺术影厅，保证每天至少
放映 4 场艺术电影（其中 1 场为黄金场放映），为具有独特艺术价值
的中外影片助一臂之力。奥斯卡最佳影片《三块广告牌》、戛纳入围
影片《路过未来》、即将上映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等，都选择了在艺术
电影放映联盟专线放映。全国艺术电影联盟的成立，无疑给了艺术
片、文艺片更大的舞台。 黄岸

近日，在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上斩获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双奖的
《地久天长》宣布定档，为3月影市的文艺片阵营再增一枚猛将。从
月初上映的《绿皮书》开始，文艺片成为3月影市的一抹亮色，《过春
天》《阳台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还有前不久在奥斯卡上拿
奖的《波西米亚狂想曲》，都将陆续登场，这也让业内好奇，在大片林
立的“春节档”之后，这些文艺小品能否继续撬动市场？

沈梦辰和杜海涛在节目里相处甜蜜，她觉
得现在拥有的就是理想的爱情。

《过春天》 《阳台上》

《地久天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