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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新阵容首撕名牌
撸串泡澡爆笑熬夜，
郑恺奔溃喊“爸爸”
据网易娱乐 不知从何时开始，身边年轻人渐渐都变成了 “熬夜党”，每日“修仙”可谓 不亦 乐乎。 今晚 （本周五 ）9 时，浙 江卫视 全新一
季《奔跑吧》，便要迎来一场爆笑的“夜之精灵”争夺战。
节目中，跑男团将一边熬夜，一边体验东北特色夜生活。 为了获得更多的“精灵贴条”，兄弟们不仅在烧烤店疯狂撸串 ，还前 往洗 浴中
心，体验了一次叫苦连天的“清醒套餐”。 此外，观众期待已久的撕名牌大战也再度归来，到底本期新阵容首撕名牌，会打出怎样的战绩呢？

跑男团夜生活叫苦连天
郑恺享
“
清醒超豪华套餐”

这些令郑恺疼到五官模糊，并直呼“爸爸”的项
目是什么？ 黄旭熙又为何因一条浴巾，上蹿下
跳秒变“美猴王”？

“大金链子小钻表，一天三顿小烧烤”，在
东北无论白天有啥烦心事，到了晚上约几个朋
友撸一串，仿佛一切都能烟消云散。 此次跑男
团来到鞍山， 节目组也为饥肠辘辘的兄弟们，
准备了一顿特殊的东北烧烤大餐。
现场， 跑男团化身七匹嗷嗷待哺的“饿
狼”，与鞍山当地朋友，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撸
串对决。面对鞍山朋友快到令人乍舌的撸串速
度，王彦霖急中生智，开发了一种全新的撸串
大法，而吃成“表情包”的宋雨琦则直呼：“这是
我吃过最痛苦的一次烧烤。 ”
此外，对东北话爱得深切的黄旭熙，还在
撸串前，直接“杠”上了一位来自非洲的“东北
话十级学生”。究竟王彦霖的撸串大法是什么？
黄旭熙与非洲老铁会因方言，惹出哪些笑话？
除了有美味与欢脱齐飞的撸串 Battle，跑
男团还在东北特色洗浴中心，体验了一次直击
灵魂的“清醒超豪华套餐”。 洗浴大厅内，兄弟
们进行抽卡游戏，抽中精灵卡的成员，将接受
让人保持清醒的“魔鬼项目”。
现场，
“倒霉孩子”郑恺被幸运之神接连关
照， 独享了一系列让人望而却步的清醒套餐，

撕名牌归来再次燃战火
王彦霖、朱亚文空前紧张
“前两期很赞，唯一的遗憾可能就是没看
到新阵容撕名牌”， 伴随着全网的期待，《奔跑
吧》今晚终于迎来了全新阵容的首次撕名牌大
战。 和往季的撕法有所不同，此次“熬夜特辑”
的名牌对决， 不仅安排在了东北“夜生活”之
前，还采用了全新赛制。
节目中，撕名牌经验充足的“元老”成员李
晨、郑恺分别，带领“早睡队”和“熬夜队”，在撕
名牌环节一决雌雄。身为队长的李晨、郑恺，将
传授队员哪些撕名牌的独门小技巧？
现场，曾在
“
布拉格特辑”中，狂撕捷克小哥
的朱亚文眉头紧蹙， 颇为急切地发出了撕名牌
正确姿势的
“
N 连问”，一向活跃的
“
快乐瀑布”王
彦霖，也收起了以往的笑颜，变得十分严肃、紧
张。 究竟他们能否逃过被
“
大黑牛”李晨秒撕的
劫难？ 和
“
熬夜队”的备战状态截然不同，
“
早睡
队”里两位
“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队员黄旭熙、
跑男团丰富的东北“夜生活”即将爆笑来 意想不到的欢乐？ 答案尽在今晚 （本周五）9
宋雨琦， 竟蜜汁自信地表示：
“
可以赢”、
“
简单”。 袭，最终哪支队伍会取得名牌首战的胜利？ 飞 时，浙江卫视全新一季《奔跑吧》，让我们一起
“
冰火两重天”？ 行嘉宾杨迪的新鲜加入，又会为节目注入哪些 见证“夜之精灵”的诞生！
新成员首次撕名牌，又为何情绪

电视剧《精英律师》开机 靳东、蓝盈莹成律政拍档
东领衔主演，蓝盈莹，孙淳，田雨，朱珠，代旭等
主演，王鸥、袁泉、雷佳音等友情出演，邬君梅，
海一天，王阳特别出演的电视剧《精英律师》，
在北京举行了开机仪式。
该剧是新丽传媒继《我的前半生》之后，重
点打造的现实主义题材都市剧， 由曾合作过
《一仆二主》的导演刘进和编剧陈彤再次联手，
值得期待。

刘进、陈彤再度携手
强情节话题剧再现律政风云
从《悬崖》到《一仆二主》再到《白鹿原》，曾
获得过白玉兰最佳导演奖的导演刘进，以其对
节奏和镜头感的成熟把握，成为多部品质剧的
幕后保障。 他执导的都市题材剧呈现出了精
致、细腻的风格。
编剧陈彤操刀过 《一仆二主》、《新结婚
时 代》、《离 婚 律 师》等 多 部 都 市 剧 ， 在 此 次
《精英律师》 的剧本创作中， 再次着眼于律
师 行业 ，在职 场故 事 情节 的推 动 下 ，塑 造 出
鲜活、 生动的大都市众生相。 情节紧凑、话
题丰 富，犀 利 中透 着幽 默的 语 言 ，更 具 有 陈
彤特色。
开机仪式现场， 主创们透露，《精英律师》
据腾讯娱乐 9 日，由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 的故事情节取材于日常生活， 虽然写的是律
限公司， 浙江贤君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品，靳 师，写的是打官司，但并不会拒人千里之外。比

如设计师版权侵权、 离婚家庭子女抚养权、老
人赡养问题、商业机密泄露等，在生活中常见
的法律诉讼案件，将逐一在故事中展现，而案
件衍生的社会话题，也将为观众提供更多讨论
的空间。
单元案件的形式，一方面会呈现出律政题
材大刀阔斧的叙事方式， 故事情节和人物特
征，也会随着案件的展现而逐渐丰满。 职场中
诸如实习生与资深律师两个人群的职场生态、
不同身份的角色，对于“情、理、法”三者的抉择
等，也是《精英律师》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靳东领衔高能律师团
强阵容演绎职场众生的百态
时隔两年， 靳东再次与新丽传媒携手，这
也是继 2017 年度爆款剧《我的前半生》之后
的再度合作。 此次，靳东在《精英律师》中将饰
演一位冷静理智、 桀骜不驯的优秀律师罗槟。
女主角戴曦则由新生代女演员蓝盈莹担纲主
演，蓝盈莹在《演员的诞生》中的表现令人印象
深刻。
孙淳饰演权璟律所的创始人封印，十分赏
识罗槟，与邬君梅饰演的另一位律师廖佳敏曾
是情侣，反目后冲突不断。田雨近年参与了《夏
洛特烦恼》等喜剧电影的拍摄，对喜剧表演越
来越驾轻就熟，这次在《精英律师》中饰演的律

师何赛，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学霸型人物，颇为
出彩。 朱珠饰演罗槟的秘书，代旭饰演初入职
场，但野心十足的实习律师。在他们身上，你可
以看到“职场白骨精”的聪慧炼达，也会看到律
政新人的斗志、莽撞和彷徨。
据悉，剧中还会有王鸥、袁泉、雷佳音等许
多知名演员的友情客串，届时一场别开生面的
“法庭上神仙打架、镜头里演技大赏”，也足够
吊足观众胃口。
开机当日， 该剧还曝光了一款概念海报。
画面主体是一栋建筑，笔直的光影线条，彰显
出“秩序”、“严谨”、“规范”，靳东饰演的罗槟站
立在视线的远方， 置身于这样的光影之中，是
那个深谙规则、使用规则、维护公正的人。画面
中一则“你的善良 必须有点锋芒”的 slogan，
也让网友大呼期待：“如此玩味的点睛之语，搭
配精妙的画面构图，让人有种现在就想去追剧
的冲动。 ”
新丽传媒作品风格多样，《风筝》、《白鹿
原》、《如懿传》 等都是同类题材中的优秀作
品，更曾经打造过《北京爱情故事》、《辣妈正
传》、《虎妈猫爸》、《大丈夫》、《一仆二主》、《我
的前半生》等多部热播的都市话题剧，此次有
实力班底和强势阵容加持的《精英律师》一经
开机， 已经让观众开始期待下一部爆款话题
剧的诞生。

胡军为了这部电影又减肥又学俄语
还原《音乐家》冼星海悲壮的一生
说起内地电影市场，每年四五月的春季档
期在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下， 华语影片生存艰
难。 今年的《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以碾压
的姿态在五一假期狂揽 40 亿票房，并刷新了
该档期的历史最高票房记录，毫无疑问成为档
期冠军。 如今“复联热”已渐渐下降，近两月华
语电影市场的低迷增加了观众对优质华语电
影的渴望。 电影《音乐家》作为优秀的华语电
影，有望逆袭突破，填补五月国产佳片缺失的
空白。昨日，该片在长春举行了超前观影，不少
观众现场泪奔。
电影《音乐家》由国家一级导演西尔扎提·

牙合甫执导，张遂遂、哈依夏·塔巴热克联合编
剧，胡军、袁泉、别里克·艾特占诺夫、阿鲁赞·
加佐别可娃等多位优秀演员联袂演绎。影片讲
述了上世纪 40 年代，音乐家冼星海因战争滞
留在哈萨克斯坦，并得到伟大作曲家拜卡达莫
夫及其家人的帮助，度过生命中最后一段岁月
的传奇经历。
演员胡军一改往日银幕硬汉形象，将音乐
家冼星海的文艺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拉小提
琴时优雅迷人、手握指挥棒时专注大气，成为
万千少女心目中的“革命男神”。据拜卡达莫夫
的扮演者哈萨克斯坦著名演员别里克·艾特占

诺夫介绍， 为了拍摄冼星海病入膏肓的那场
戏，胡军减重多达十七八斤。 是不是非常期待
正片胡军老师精彩的表演了呢？
《音乐家》与拜金式商业大片或准主流大
片不同，在叙事结构、镜像造型以及主人公命
运与性格的刻画上，让人们的心灵 为之 深受
震撼 。 自 北京 国际 电影 节 展 映 以 来 ，《音 乐
家》 口碑一路看涨， 不少观众称直戳泪点。
近期，影片在 北京 、上 海、广 州、深 圳、武 汉 、
南 京 、 西 安 等 全 国 34 个 城 市 举 行 业 务 看
片，众多影院经理及媒体记者受邀参与观影
活动，细腻的情感、精致的画面、引人入胜

的的剧情无不吸引着在场观众的目光，如潮
好评纷至沓来。
冼星海归国之路遭遇重重阻挠，在离边境
最近的地方眺望祖国。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让
观众流泪。 作为首部中哈合拍的电影，影片在
展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传奇经历的同时，更是
展现了在动荡的国际背景下，中哈人民互帮互
助， 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的英勇事迹。 《音乐
家》作为优质的华语电影有望在 5 月低迷的华
语电影市场逆袭突破。 影片将于 5 月 17 日正
式上映。
/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