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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娱乐

“我带你走进云雾深处嘛，我
带你看看花田草海嘛。”凉山人民
唱出这两句话时， 一定是极其有
信心且自豪的。 凉山彝族自治州
是四川省的3个自治州之一，这里
山高云深，沟壑纵横，造就了它优
美迷人的自然风光， 然而也是因
为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 导致了
凉山曾经的贫困落后。

“精准扶贫政策使我们脱了
贫致了富， 也重新找回了绿水青
山， 党和国家的关怀被凉山彝族
人民深深记在了心中。”凉山人罗
木果和阿说阿木回到家乡采风，
也深深为家乡的新面貌感染，当
他们了解到彝族老百姓的心声，

方有了这首满怀深情的歌曲《金
不换银不换》。

《勒俄特依》 是彝族创世史
诗， 流传于自治州境内。 当罗木
果看到曾经被粗放发展破坏的环
境又重现了绿水青山， 就像《勒
俄特依》 中原本描绘的彝族人美
好的居住环境， 屋后群山高坐，
屋前溪水潺潺……他深深感叹并
在歌词中写道：“花开花落一年
年，看河的两岸是家乡啊，家乡，
绿水青山来作伴嘛， 金山银山也
不换啊。 ”

这“金不换银不换”的绿水青
山新家乡又是怎么来的呢？ 罗木
果说：“因为我们彝族是特别讲感

恩和记情的一 个
民族，这些年来我
们看到，党的政策
给少数民族带 来
生活上的改变 和
精神面貌的焕 然
一新，彝族人民受
到很大的鼓舞，我
们特别感谢国 家
对我们的关怀 和
帮助。 ”

这些情愫构成
了歌曲《金不换银
不换》的感情基调，
罗木果用他的词，
阿说阿木用他 的
曲， 抒发着彝族人
民的深情：“金不
换，银不换，换不来
你的恩情暖， 我望
着星空想起你走过
的万水千山啊，你
来了彝家日子变更
甜，火塘更暖。 ”

罗木果说，这
一句“你来了彝家
日子变更甜， 火塘
更暖” 是他们最想
表达的， 也因此成
为经久传唱中大家
最引起共鸣的 一
句。
（转自《光明日报》
作者：李晋荣）

葛优与乔杉这对搭档，从
电影预告片曝光时便引发期
待。葛优表示接拍这部戏就是
因为剧本、人物都很好，称赞
乔杉很厉害，同时还让起了番
位 ：“这个戏乔杉是领衔主
演，我只是配角，看电影时就
能证明。‘领衔主演’ 应该写
在最前面，现在把我写在前面
了，请大家理解，这不是我的
意思。 ”葛优表示，62岁的自
己有62岁该做的事，“原来我
就是配角出身，现在又重当配
角，我一点也不纠结，特别愉
快。 ”乔杉连忙解释：“（葛）大
爷在，就永远都是领衔，带着
我们一起走。 ”而这件事在赵
薇看来则是：“我觉得他们像
一枚硬币的两面。 ”

虽然只认“当配角”，但葛
优对整个团队来说就像“定心
丸”， 担任监制的赵薇坦言定
下葛优出演后才安心，“我们
所有人都是优哥的粉丝，李非
也说作为导演，有生之年能和
葛优合作，值了。 优哥才是把
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核心”。 赵
薇半开玩笑表示，自己之所以
愿意参演，就是因为“这个角
色曾经被优哥爱过”， 她还现
场爆料：“葛优在戏里前女友
特别多，还都貌美如花。 ”

从网剧《屌丝男士》里的一
位足疗顾客， 到被越来越多观
众熟知的电影主演， 乔杉用了
近十年的时间。发布会现场，当
被问及“努力没有被看到时，会
不会焦虑？ ”， 乔杉幽默表示：
“我为了《两只老虎》 减肥20
斤，网友却表示没看出来，只能
怨我这脸盘不太显瘦。 当时赵
薇说演绑匪精神不能太好，我
那时候白胖白胖的确实不太
像， 所以虽然痛苦但还是坚持
减了下来。 看不看得出来不重
要， 真正的努力就是做给自己
看的。 ”

导演李非透露，电影由“一个看法、
一封信、一首诗、一次见面”串联成篇。
片中张成功（葛优饰）在被绑匪余凯旋
（乔杉饰）绑架后，请求他帮自己完成三
件事：找到前女友周原（赵薇饰），询问
她关于自己的看法，这是念念不忘的爱
情；寻找家乡的俏老板娘闫妮，传递写
给故人的一封信， 这是盘桓于心的亲
情；还多次提到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
你》以及葛优与范伟跨越时光的一次见
面，这是陪伴多年的友情。

谈及创作初衷，李非回忆起了担任
姜文电影《邪不压正》 编剧时的经历：
“当时大家都问我，《邪不压正》怎么样，

票房预期多少个亿。 我挺难回
答的， 他们可能没

有到过剧组。 我所见到的真正的电影
人， 拍电影是基于纯粹对电影的热爱，
不是为了数字，也不是为了分数。 但现
实中人们不得不被这些数字、分数以及
别人的看法绑架，所以这次就写了一个
跟绑架有关的故事。 ”李非坦言，想用快
乐的方式来表达生活里的悲伤，希望影
片上映时能和观众一起探讨悲喜交加
的人生。

对于片名《两只老虎》的含义，李非
的回答是： 这首大家熟知的童谣背后蕴
含着忧伤而真挚的故事———“我觉得每
个人内心可能都有两只虎， 一只是乐观
虎，一只是悲观虎，他们老打架，有时候
这个赢，有时候那个赢，就像这场荒诞绑
架案的主人公张成功和余凯旋一样”。而
对于人物的名字， 李非坦言也暗含了深
意：“真正成功的是‘凯旋’，你要能回到
最初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成功’。 ”

葛优谦让乔杉：
62岁的自己
有62岁该做的事

第七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⑨

唱出彝族人民的幸福心声
———访歌曲《金不换银不换》词作者罗木果

电影《两只老虎》发布会上
演员互让番位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纠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

娱乐圈频现“番位之争”，
然而前天电影《两只老虎》在
北京举行的发布会上却让起
了番位。 演员表排第一的葛优
直言， 乔杉才是领衔主演，自
己只是配角，“我62岁了就该
做62岁的事，原来我就是配角
出身，现在又重当配角，我一
点都不纠结，特别愉快”。 电影
将于11月29日正式上映。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李非解释片名：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两只老虎”

正在热播的《亲爱的
客栈》第三季（以下简称
《客栈3》）告别了往季“慢
综艺”模式，变身职场竞
技节目，“残酷指数”升
级： 嘉宾们还在车上，就
要填写调查表， 面临房
务、早餐、接待、挤羊奶、
烤肉、 开发可盈利项目、
学习盈利技能等多重考
验……加上“遴选出一位
终极合伙人” 的KPI目标
提出，这场职场大战如火
如荼。 几位艺人的职场处
境以及应对方式，也引发
了网友“对号入座”。

“老板”刘涛
“精英”张翰

《亲爱的客栈》第三
季展开残酷职场竞技，
网友纷纷对号入座

都遭遇职场困境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霸道老板难：
刘涛“涛言涛语”惹争议
本季， 刘涛的身份从老板娘变成

老板，堪称职场女强人“安迪”上身。 她
对6名员工提出了各种规范化要求 ，

“霸道宣言” 不断：“对于六位亲人，我
必须六亲不认！ ”“那是你的事情，你怎
么解决？ ”“记住了，就叫老板，不要叫
涛姐。 ”“我是来交代任务的，不是来找
答案的。 ”……观众将她的言论概括为
“涛言涛语”，与《中餐厅3》中“明言明
语”黄晓明相提并论。

事实上，作为客栈老板的刘涛，不
仅要头脑清晰、公平公正，还得精通铺
床、接待、谈判、厨艺等业务，关键时刻
更是大家的“顶梁柱”。 为了抵消观众
的反感， 节目之外刘涛还在社交平台
更换了窘态的搞笑头像，暗暗“卖萌求
饶”。

职场妈妈难：
林心如直叹“崩溃想回家”

结婚生育后初复工的林心如，是
职场妈妈的典型代表。 回到职场，70后
的她和比自己小二十岁的人站在同一
起跑线上竞争，需要很大的勇气。 刚开
始她有一些不适应， 因简历填写不完
整被刘涛批评，又因为处处问刘涛“怎
么办”而被告知“那是你的问题”。 与老
板私交颇好的她，不仅没有得到优待，
反而要极力避嫌。 压力之下，林心如一
度崩溃， 在打电话给妈妈时直言：“好
累，想回家。 ”

不过，年龄和阅历也是她的优势。
做过制片人的她通过仔细观察和试
探，迅速找准职场定位，暗暗发力。 在
早餐考核中，她认真按规则配菜，在迎
宾考核中更拿到高分， 最终在排位赛
中拿到第二名。

职场小白难：
李兰迪被吐槽太有“心机”

吴磊和李兰迪则是职场小白的代
表。 吴磊事事“喜欢争第一”，总是想要
多做一点、多想一点。 早餐考核中，他
第一个出门摘果子， 第一个挑选食材
并完成早餐制作；迎宾考核前，他反复
熟悉管家手册， 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
位；在房务考核前，他拉着马天宇一起

复习操作步骤……但是因为经验有
限，他还是屡屡受挫，如果没有坚强意
志，真的会心灰意冷。

相比吴磊的耿直努力， 李兰迪则
颇有“小心机”。 早餐考核时，不会做饭
的她靠马天宇的帮助取得了好成绩，
但面对老板的考评， 李兰迪对马天宇
的帮助却只字未提。 挑选客房环节，对
曾经帮助过自己的马天宇， 李兰迪依
然“毫不留情”地将最差的房间留给了
对方，引发网友吐槽。

业务精英难：
马天宇落入“老好人陷阱”

张翰各方面业务突出， 马天宇称
“我们六个人没有不佩服他的”， 吴磊
也直夸“翰哥是天之骄子”。 但由于他
锋芒太露，不够遵守规则，在第一项早
餐考核中就和陈翔发生争执， 之后又
因为赖床迟到被刘涛批评。 此外，张翰
主动建立了微信群招揽客户， 尽管业
绩出色，却被刘涛介意“没有报告”。 有
实力且个性突出的人， 还需要收敛锋
芒才能走得更远。

而马天宇则落入了“职场老好人”
的陷阱，他不争不抢，在早餐考核时热
心地去帮助竞争对手李兰迪， 自己却
不够时间，没能打磨出精致餐点；再加
上对于房务不擅长， 在该环节没有得
分，在排位赛中落得倒数第一名。

边缘人物难：
陈翔头疼“帮理还是帮亲”

作为再度回归的老员工， 性格大
大咧咧的阚清子对于职场竞争心态很
“佛系”，不过面临不断加码的竞争，她
也被迫打起精神争取业绩。 但无心争
斗加上运气欠佳，她不时受挫，比如挤
羊奶时被不肯配合的山羊狂踢， 忍不
住感慨：“有的时候你尽力了， 但现实
就是这么无奈。 ”

“老板助理”陈翔则处在一个尴尬
的位置， 其他员工希望他帮忙反映苦
衷， 而老板则希望他反馈员工表现，稍
有不慎就被当成“打小报告的”，比如他
把张翰在早餐考核中试图用不合规则
的食材一事告诉老板， 就引发了争议。
对于“帮理还是帮亲”，陈翔非常为难。

电影中赵薇
成了葛优的“前
女友”

葛优与乔杉互相谦让

主创齐为电影造势
“霸道

老板”刘涛
其 实 担 负
很大压力

两名“业务精英”张翰和马天宇

阚清子屡屡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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