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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政论专题片
展现砥砺奋进伟大历程

《必由之路》下周播出
据新华社电 为隆重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全方位展示改革开放波澜壮阔
的伟大历程，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改革办、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华社、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拍摄
的 8 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必由之路》，将从
12 月 11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
时段播出。
该片以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主题，全景式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以风云激荡的
感人故事，铺陈出一部国家民族砥砺奋进
的壮丽史诗，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是由我
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
价、接力探索取得的，响亮回答改革开放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
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飞驰人生》首演车神 为戏参加集训拿下拉力赛证 拍摄时踩坏一台发动机

沈腾：其实这是一部偶像喜剧
酷爱赛
车的沈腾，终
于圆了车手
梦 。 12 月 3
日 ，电 影《飞
驰人生》在北
京举办发布
会 ，主 演 沈
腾 、黄 景 瑜 、
尹正、张本煜
等人到场。
该片将于大
年初一全国
上映。
▲《飞驰人生》演员阵容。

中国影视作品
将规模化登陆巴拿马荧屏
据新华社电 影像中国——中国影视
节目巴拿马开播仪式 4 日在巴拿马首都巴
拿马城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巴拿马国家广播电视总署和中
国驻巴拿马大使馆主办。
从 12 月 2 日起，中国电视剧《温州一
家人》西班牙语译配版及四川和哈尔滨等
中国省市的宣传片于每晚黄金时段在巴
拿马国家电视台播出。之后，动画片《星
星梦》、电影《西藏天空》
《滚蛋吧！肿瘤
君》
《推拿》和电视剧《儿女情更长》等优秀
中国影视作品也将陆续登上巴拿马荧屏。
这些已经或即将与巴拿马观众见面
的影视作品或反映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发
展历程，或讲述当代中国百姓情感生活故
事，或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为达到最佳播
出效果，这些作品均进行了本土化包装，
用西班牙语译制。
据悉，让这批作品进入巴拿马观众的
视野是中国影视节目规模化进入拉美主
流媒体平台的又一新举措，将推动中巴文
化交流迈上新台阶。

和沈腾对戏 黄景瑜要靠掐大腿憋笑
作为一部喜剧，回忆起片场拍摄，大
家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欢乐，尤其是和沈
腾的对手戏，现场黄景瑜爆料，沈腾特别
幽默，只要和他对视就想笑，为了憋笑只
能一直掐自己大腿。而沈腾的喜感气质，
也让另一位腾哥腾格尔印象深刻，直言沈
腾有种魔力，
看见他就想笑。

相处中这位笑将不负众望，在现场给
大家带来了不少笑声。段子一个接着一
个，一波又一波的笑声，让大家差点眼泪
都要笑出来。
和之前演过的大多小人物不同，沈腾
这次的角色是一位过气车神，不仅实力超
强，颜值更是不得了，此前沈腾的赛车手

造型曝光时，不少网友都被沈腾惊艳到
了，更有人说韩寒拍出了最帅的沈腾，不
过对于这一评价，沈腾却另有看法，
“也不
全是导演拍出来的，主要还是因为我底子
好”，接着更进一步表示《飞驰人生》其实
是一部偶像喜剧，简称喜像剧，一本正经
的开玩笑，令全场捧腹。

几场重头戏 拿专业的赛车真摔真砸
不过要演好一位车神，光有颜值还不
行，实力也不能少。聊起这次开赛车的体
验，沈腾坦言没什么压力，平时就很喜欢
赛车，
“之前我就有驾驶证和漂移证，这次
为戏参加集训，又拿了一个拉力赛证。”
而沈腾是漂移爱好者这件事，让大家
十分惊讶，想必这次在新疆的山路飙车，
让他过足了赛车瘾。
现场，沈腾还被田雨爆料拍摄时踩坏

了一台发动机，原来，电影中沈腾为了重
返车坛，连驾照都要重新考，而掌握他复
出命运的不是别人，正是田雨饰演的驾校
教练。这也是两人继《夏洛特烦恼》后再
次相遇，
夏洛师生变驾校师生，令人期待。
除了喜剧效果，电影在赛车戏的呈现
上也下足了功夫，不仅改装数辆顶级专业
赛车，更是远赴新疆拍摄拉力赛戏份。
发布会上曝光了一段车戏的侧拍花

絮小视频，一幕赛车摔下千米悬崖的画
面，十分震撼。原来，电影中的几场重头
赛车戏，都是拿专业的赛车真摔真砸，只
为带给观众一次最刺激的飙车体验。
除了赛车等硬装备，电影在各种软装
备上也是精益求精，不仅从意大利订制了
专业级赛车服，头盔和赛车鞋的面料也都
是防火的，只为更好地展现赛车手的各种
细节，
用心程度可见一斑。

管虎情怀之作下周开播

《外滩钟声》上演兄妹情深
《今晚报》消息 电视剧《外滩钟声》开
播发布会，
昨天在北京举行。总导演管虎、
总制片人梁静，主演俞灏明、吴谨言、代旭
等现身，讲述这部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而创作的年代大戏拍摄中的故事。该剧
将于 12 月 10日在浙江卫视开播。
《外滩钟声》以上海弄堂为背景，讲述
上世纪 60 到 90 年代，上海外滩钟楼护钟
人一家的励志故事。剧中，俞灏明饰演的
大哥杜心生多年坚守大钟；何晶饰演的大
妹杜心芳积极响应祖国号召下乡插队；吴
谨言饰演的小妹杜心美从小裁缝到设计
师，励志感满满；代旭饰演的弟弟杜心根
南下闯荡。虽然都是小人物的故事，但却
是千千万万人在改革大潮中的缩影。
对于自己饰演的角色，俞灏明说：
“杜
心生不善言辞但忠厚老实，像父亲一样默
默支持、关心弟弟妹妹们。”吴谨言饰演的
杜心美心灵手巧，是弄堂里的裁缝，她志
存高远，凭借不怕苦、不怕输的毅力，实现
了人生价值。
总导演管虎表示自己就是“60 后”，是
时代的见证者和经历者，这部戏中也倾注
了自己的心血，算是一部情怀之作。管虎
还邀请父母、著名表演艺术家管宗祥和于
黛琴参演，
管虎称，
能够与家人一起做喜欢
的事，
是最好的尽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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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神雕侠侣》公布角色海报
被 PS 毁掉的小龙女 一见不再误终身的杨过

12 月 3 日，电视剧《新神雕侠侣》公布一
组“光影”版人物海报，除了新“杨过”与“小
龙女”之外，郭襄、李莫愁、郭芙、郭靖、黄蓉
等主要人物也悉数亮相。然而这组人物海
报却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毒舌吐槽：新一轮
“毁经典”
居然从海报就开始了？

小龙女的鼻子怎么了？
首先遭遇吐槽的就是冰山美人小龙女，
新人演员毛晓慧号称“小张柏芝”，最初曝光
的一组侧面造型还得到不少好评：白衣飘
逸，黑发飞扬，有点婴儿肥，有些神似刘亦
菲。但这次公开的正面海报却令人大跌眼
镜：造型与当初曝光的无异，但请问这个大
到不行的鼻子是怎么回事？
对比毛晓慧之前的正面照，海报中的鼻
子山根粗大，导致眼距变近；鼻尖被拉长，导
致鼻子整体长度增加，已经不符合人脸正常
比例；修图师似乎还缩了鼻翼，看上去都快
不能呼吸了……看到这张海报，大家关注的
焦点多数都只有鼻子，而且这张脸越看越像
尚雯婕是怎么回事？
电话：
总编室 8570222

发行中心 8550080

小龙女的仙气都被这个过度 PS 的鼻子
毁掉了，还有网友吐槽“小龙女的鼻子适合
演雕”！在此敢问修图师，剧组是不是没有
给你发工资？

这个杨过好
“路人”
相比小龙女，修图师在杨过的海报上下
手还算轻了，但这乱糟糟的头发，媲美愤怒
的小鸟的眉毛，暗沉沉的黑衣裳，一点没有
杨过那清冷孤傲的出尘气质，更谈不上惊
艳。就他这身装扮，演个魔教护法或者冷面
杀手说不定更合适。
而且，这个杨过比起之前的版本来说，
真的好“路人”。比颜值，佟梦实比不过“白
古”时期的古天乐，当年古天乐揭开面具的
一刻，才真叫“一见杨过误终身”。比名气，
之前饰演杨过的都是张国荣、刘德华之类的
大明星，甚至连被评为“史上最丑杨过”的任
贤齐，当年都是名气大盛，最“鲜肉”的陈晓，
也拥有《陆贞传奇》这样的代表作。而佟梦
实除了首部电视剧《青云志》较为人熟知，其
他剧集都不温不火，也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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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想要超越前人，怕是很难呐。

比主角还大牌的配角们
男女主角都是新人，但配角们都是熟面
孔，其中不乏近期的影视圈红人。例如由曾
被提名影后的 15 岁天才少女文淇饰演的
“小东邪”郭襄，可谓是史上最大牌的郭襄。
但文淇的造型也遭到了网友吐槽，狗啃式刘
海，没有碎发遮掩的硕大脸盘，
“还以为看到
了女装的林更新”。
古墓派祖师林朝英则由凭《延禧攻略》
中反派尔晴一角走红的苏青饰演。饰演“赤
练仙子”李莫愁的毛林林，曾在林依晨冯绍
峰主演的古装剧《兰陵王》中饰演大反派郑
儿。长辈角色中的郭靖黄蓉夫妇由邵兵和
龚蓓苾饰演，
“南帝”一灯大师和“东邪”黄药
师则请来老牌港星汤镇宗和方中信出演。
巧的是，一灯大师的设定是《天龙八部》中段
誉的孙子，而汤镇宗曾在 2003 年央视版《天
龙八部》中饰演段誉的父亲段正淳，看来汤
镇宗这辈子是和大理段氏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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