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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在文化类节目上再发力，
继春节期间火爆的《中国诗词大
会》后，一档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
者》开播。

董卿首当制作人
打造《朗读者》

董卿红了这些年，以气质成
名，连续 13 年主持央视春晚，虽说
网友讨论的总是她口红的色号，但
上 戏 艺 术 硕 士 毕 业 的 她 绝 非 花
瓶。之前主持的《中国诗词大会》
让她看到了文化类节目的势头，

《朗读者》是她潜心一年筹备、首次
担当制作人的节目，每期以一个主
题词作为核心线索，嘉宾围绕主题
词分享人生故事，朗读一段曾经打
动自己、激励自己甚至改变自己的
文字。

董卿这样解读《朗读者》：“朗
读是传播文字，人是展现生命，朗
读者则是将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
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说到为
何选择这样一档节目，董卿称来源
于自己的喜爱，“其实最大的契机
是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行业已经做
了 22 年，已经到了一个时候去做
一档真正自己喜爱的节目。”她还
表示，除了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应
该扛起文化大旗的使命，还有自己
个人的兴趣爱好，她期待通过这档
节目唤起大家对文学的一种认知
和一种最温柔的记忆。

有故事的人
读值得关注的文字

首期节目的主题是“遇见”，濮
存昕回忆了自己的一段往事，童年
时他外号“濮瘸子”，幸而遇见荣国
威大夫为他做了手术才站立起来，
他读的是老舍散文节选《宗月大
师》，就像老舍一样，他一生都感恩
改变他命运的荣大夫；张梓琳遇见
的是身为母亲的新角色，初为人母
一年，她读了刘瑜写给女儿的文章

《愿你慢慢长大》；企业家柳传志朗
读了他在儿子婚礼上的致辞，抛开
企业家身份的“柳式家训”温情又
幽默；翻译大家许渊冲老先生则和
大家分享了自己当年追女同学的
故事，这位 96 岁的老人至今每天
工作到次日凌晨三四点，他笑说自
己是偷英国诗人托马斯·摩尔的名
言，想“延长我们的白天，就从夜晚
偷几个小时”，一派赤子之心的他
说起林徽因的诗依然热泪盈眶。

除了这些名人大家，六组朗读
者中还有两组素人，无国界医生蒋
励读的是鲍勃·迪伦的歌词《答案在
风中飘扬》，成都夫妻周小林殷洁分
享了翻译家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情
书，这都和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蒋
励曾在阿富汗的战火纷飞中挽救生
命；周小林耗资千万为妻子打造了
一座梦中花园，这段爱情董卿用沈
从文的一句话来形容——“我们相

爱一生，还是太短”。前有李云迪弹
奏钢琴，后有胡德夫弹唱《匆匆》，每
一个人物都有故事，每一个故事都
有亮点，总之，可看出这档董卿筹备
一年多时间的节目下了大功夫，无
一处不精致唯美。

正能量爆棚
基本无差评

当然，观众也投桃报李，节目
播出后口碑甚佳。有网友说感受
到满满的正能量，“怎么找来的这
些人？每个人物都让我受益匪浅，
他们的声音唤醒了我的内心。”“其
他台综艺都在装疯卖傻的时候，央
视使劲把大家的审美往回拉，每周
六终于有节目可追了。”“这是为国
人洞见思想安放心情定做的一面
小窗，生而逢时。”“感受到了很多
的善意和温暖，能让浮躁的心安静
下来。”

《朗读者》开播前，曾有观众担
心它会和黑龙江卫视的读信节目

《见字如面》“撞车”，现在都放心
了，“虽然都是阅读节目，但是内容
形式都有很大的差异，看得出董卿
花 了 很 大 的 精 力 心 思 去 准 备 。”

“《见字如面》是在朗读中扮演别
人，那《朗读者》应该就是用文字回
归自己吧。”

每位朗读者都有非凡的人生
经历，最让观众感动的是翻译家许
渊冲，不少网友说自己的人生观受

到 巨 大 冲 击 ，
“老先生如今已
是 96 岁 高 龄 ，
但在谈论自己
热爱的翻译事
业时依旧滔滔
不绝，说到动情
时刻依旧是热
泪盈眶，每一个
眼神中都流淌
出 智 慧 的 光
辉。正如老先
生所说‘生命并
不是你活了多
少日子，而在于
你记住了多少
日子。’向先生
致敬。”“许渊冲
老先生真是太
可爱了，经常熬
夜还能活到近
百。见贤思齐，
耳听心受，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
眶。”“看到许渊冲老先生稚子般的
气韵，觉得自己太苍白。”

这档节目也大大为董卿加分，
网友公认她美，这种在口红色号以
外的美简直将大家震撼到了，“到
底是读过多少书才有今天这样张
口就来的功力，董卿真的是腹有诗
书气自华。”还有网友半开玩笑说，
董卿以前就不该主持春晚，“这样
文艺气质的人怎么能当托儿？刘
谦的魔术拖累了她！”

《朗读者》目前基本上零差评，
唯一有不同的声音在于老舍的舍
的读音。董卿和濮存昕都念的第
四声，而网上有一段对老舍研究专
家孙洁的采访纠正了这一读音，

“老舍的舍取自他姓氏的一半，舒
字拆开来就是‘舍予’，北京人艺有
一个读老舍（第四声）的习惯。作
为央视这样一个平台，从主持人开
始，我觉得应该坚持一个对的发
音，就是读老舍（第三声）。”

王慧纯

《《中国诗词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后文化类节目持续发力后文化类节目持续发力

董卿文化功力再度圈粉
《朗读者》首播零差评

这个春节档是古装偶像剧当道的档期，因为放寒假
的 90 后、00 后最爱这一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流行
的仙侠玄幻，《大唐荣耀》号称源于历史，其实主角也是在
谈情说爱。在这些戏中，杨幂、赵又廷、景甜、任嘉伦在社
交网络上人气居高不下，播出以来经常上热搜，仿佛没看
过，你就没法和年轻人好好说话了。可是喧嚣之余呢，看
完了它们，你总会觉得缺了点儿什么东西，而它们的影响
也仅仅停留于此。

小朋友们开学了，电视剧的类型也该换一换了，就连
去年同期霸屏的狗血婆妈戏都消失不见了。所以在接下
来不久的日子里，观众的口味也会得到调剂，大家将有一
段时间不会看到古装偶像剧了，亮相的几乎全是和现实
生活比较贴近的电视剧，你看完他们会对当下多少有所
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所担负的责任不小。

从演员本人来说，陆毅、刘诗诗期待用新的形象再一
次证明自己的演技，他们在和老戏骨的对手戏中，能不被

“碾压”甚至是旗鼓相当就是令人惊喜的了，而王千源、张
译这些经常在大银幕闯荡的人，到了小荧屏中也必须成
为一部戏的稳定器，靳东演绎小人物的魅力又是如何？

从话题度上来说，《剃刀边缘》《外科风云》《人民的名
义》将最有噱头，在竞争对手中比较容易突围。这些看起
来品质不错的剧，在流量输出上肯定不比“三生三世”，但
是口碑上，实力派们一定会接过流量担当的棒。 曾俊

实力担当该接过
流量担当的棒了

北京时间2月19日凌晨，第67届
柏林电影节闭幕。匈牙利女导演伊尔
迪科·茵叶蒂的《灵与肉》拿下最佳影
片，张震在影帝的角逐中遗憾败北，乔
治·弗里德里希凭借《明亮的夜》中的
出色表现拿下最佳男主角，韩国女演
员金敏喜凭借《独自在海边的夜晚》获
最佳女主角。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80
后导演黄骥和丈夫大冢龙治共同执导
的电影《笨鸟》，获新生代竞赛单元“评
委会特别奖”。

本届柏林电影节颁奖典礼引发最
大话题的是拿下最佳女主角“银熊奖”
的金敏喜。（注：“金熊奖”授予最佳故
事片、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银熊
奖”授予最佳导演、男女演员、编剧、音

乐、摄影或有特别成就的故事片等）。
她在洪尚秀执导的《独自在海边的夜
晚》中饰演一名因陷入婚外恋而避走
异国的女演员。而在去年 6 月，有韩
国媒体报道她介入洪尚秀的家庭，导
致洪尚秀和前妻离婚，因此也有人说：

“这是将生活变成了电影，而电影也成
就了生活。”在本届柏林电影节上，两
人倒是不避讳地秀恩爱发“狗粮”：洪
尚秀在发布会后脱下西装给金敏喜披
上，走红毯时十指紧扣；上台领奖时，
金敏喜在感谢完导演后还当场表白

“我爱你”。据悉，金敏喜情史丰富，韩
国男演员赵寅成、李秀赫、李政宰都曾
是她的前男友。

拿下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

别奖”的《笨鸟》讲述生活在湖南小镇
的 16 岁留守少女，父母常年在外打
工，她不单要独立生活，还要独自面对
青春期的困惑⋯⋯影片获得了评委会
如此评价：“影片讲述关于人与人的关
系，人们如何在冷漠离群的现代通讯
工具充斥之中，设法铺出人际沟通的
路径。影片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精致安
排的、有意略而不谈的内容，以及来自
中国的姚红贵这位女演员杰出的表
现。”

《笨鸟》此前，黄骥的第一部短片
《橘子皮的温度》曾于柏林电影节新生
代首映。2012 年，她的剧情长片《鸡
蛋和石头》曾获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
节金老虎奖。 何晶

成为韩国影史首位柏林影后

金敏喜擒银熊

无国界医生蒋励：
炮火中迎接新生命

蒋励是一名无国界医生，2013 年
4 月前往武装冲突频发的阿富汗地区
进行为期 3 个月的医疗救援工作。在
战火纷飞的异国，她每天要迎接近 40
位新生儿的诞生，枪林弹雨也曾令她
感到恐惧，但孩子们渴望和平的眼神
给了她动力。她朗读了鲍勃·迪伦的
歌词《答案在风中飘扬》，送给战争当
中降生的孩子们，希望他们一切安好，

“白鸽要飞过多少片大海，才能在沙丘
安眠。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
永远被禁止⋯⋯”

鲜花山谷夫妇：
十年打造爱的花海

四川成都金堂县有一个 1200 亩
的鲜花山谷，一年四季花开不败。这
个鲜花山谷是丈夫周小林对妻子殷洁
的承诺——为了实现妻子想拥有一个
花园的梦想，丈夫倾尽所有、用十年时
间打造出了这片花海。在妻子的眼
中，“他是一个浪漫的男人，我是一个
幸福的女人”。这对夫妻带着相伴 26
年的情感来到《朗读者》的舞台，念着
朱生豪的情诗：“我一天一天发现你的
平凡，同时却一天一天愈更深情地爱
你⋯⋯”诠释着相濡以沫的浪漫。

翻译家许渊冲：
翻译是生活驱动力

曾将《诗经》、《楚辞》、《唐诗》、《宋
词》、《西厢记》、《牡丹亭》等中国文学
名篇翻译成英语和法语，荣获国际翻
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北极光文学翻译
奖”的 96 岁翻译家许渊冲，受邀参与

《朗读者》录制。追忆往事，他讲述了
为追求女同学而翻译林徽因《别丢掉》
的经历，动情之处一度热泪盈眶。近
百岁高龄的他如今每天依然坚持工
作，“翻译仍是生活的驱动力，每天能
陪伴我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王莉

名人的传奇，搭配素人的精
彩，才是真正的人生百态。首期
节目中，不少嘉宾带来的细节非
常打动人心：儒雅的濮存昕年少
时因腿疾曾被同学取笑为“濮瘸
子”，幸遇一位大夫，不但医好了
他的腿，一颗幼小而脆弱的心也
得以被挽救；柳传志再现儿子婚
礼上“父亲的演讲”，也把自己的
父子相处心得送给全天下的父
亲；曾当选世界小姐的张梓琳，深
情分享了初为人母的喜悦。而几
位素人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

嘉宾素描嘉宾素描

金敏喜与导演洪尚秀

2月17日，《长城》正式在北美及俄罗斯上映，而张艺
谋导演的下部新片已经有了眉目。网络爆料张艺谋导演
的新片名叫《三国·荆州》，记者多方查证，此爆料可信度
极高。

投资可能高达3亿
所在公司有相关题材影片备案

张艺谋要拍《三国·荆州》，记者最早是在去年 11 月
份得知，当时亦有报道。在研讨会上，博纳影业老总于冬
透露，张艺谋正在筹备荆州三国古城的电影，于冬当时对
湖北文化极为推崇，称赞湖北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拥有得
天独厚的影视资源优势。

过去几个月，也陆续有张艺谋筹备新片的消息流出，
《长城》宣传期间，张艺谋就亲自表示正在打磨新片剧本，
计划2017年上半年开拍。而刘德华、张涵予等演员的粉
丝，也曾透露偶像接洽过相关角色邀约。此次网络爆料
的阵容为巩俐、邓超、张涵予、杨洋、张慧雯、周冬雨等，但
从导演到演员，目前对于《三国·荆州》的消息均不置可
否。

记者查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拍摄制作备
案公示表，发现张艺谋目前签约的乐视影业，确实备案了
一部三国题材的影片，已获准拍摄，据称投资高达3亿人
民币。但是，乐视备案的片名不是《三国·荆州》，而叫《三
国之最后的勇士》，故事梗概如下：周瑜擅做主张向镇守
荆州的关羽宣战，志在夺回荆州。意在维护孙刘联盟稳
定的孙权得知周瑜此举后勃然大怒。一场在孙权和周瑜
之间的角力就此展开，荆州之役将何去何从？

至少目前的信息显示，张艺谋所在的公司要拍三国
题材、荆州故事的影片无疑，如此大手笔投资，让“乐视王
牌导演”张艺谋执导也在情理之中，但一切仍待官方发布
正式消息。

早对《三国》有研究
张艺谋曾言不信曹操有百万大军

张艺谋有望执导《三国·荆州》的消息，目前是重点关
注和热门话题。

有期待者，因为张艺谋对于传统文化的执念和掌控
能力有目共睹，与《三国》题材在气质上是相符的，他擅长
的张扬形式和极致色彩，如运用在《三国》故事上，自有韵
味。此外，从张艺谋此前的言谈来看，他对《三国》还是颇
有研究的，《宿命：孤独张艺谋》一书中曾有记载，张艺谋
曾谈论《三国》故事，开玩笑说不相信“赤壁之战”中曹操
真有百万大军。张艺谋会如何解读《三国》故事以及其中
的人物，令人好奇。

不过，也有表示担忧者，因为张艺谋的现实主义题材
影片往往更得人心，而古装题材一直颇受诟病，《英雄》

《三枪拍案惊奇》《满城尽带黄金甲》，甚至刚刚在北美上
映的《长城》，都遭遇过极大争议。《三国》故事又极其注重
叙事，这恰恰是张艺谋古装片的软肋。 黄亚婷

影视公司大佬曾亲口爆料,
所在公司也有相关影片备案

张艺谋要拍
《三国·荆州》？

10 分钟是否能够爱上一个陌生人？真人秀《空房
间》先导片终于在优酷直播上线，杨乐乐领衔读心术师松
明、“搞怪小可爱”杨迪、SNH48 成员曾艳芬组成明星观
察团，在这档兼具实验艺术与综艺节目的爱情体验中，解
读十分钟恋爱读心术，与网友一起见证真爱发生。《空房
间》的完整点播版也将于2月22日上线。

作为陌生人交流的心际探索，《空房间》打造了“移动
爱情体验馆”，并与国内顶尖心理专家团队共同研发、设
计出了一组特别的“爱情密码”——“3 个不同维度空间、
30道问题、30分钟时间”。

不仅于此，节目组还设置了“明星观察团”：主持人杨
乐乐不仅能控制节奏，作为唯一已婚观察员，她将对嘉宾
的相处给予更多有经验厚度的解读讨论；读心术大师松
明擅长心理解读，可以通过嘉宾眼神语言细节，实时剖析
人物内心；此外现场还有一只萌物鼠小贱作为“特别观察
员”，从二次元的视角丰富节目互动。 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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