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2 日，由广东广播电视台珠
江频道全新打造的“私教健身”运动主
题赛事真人秀《我的好私教》在广东广
播电视台 800 演播厅举行启动仪式。

据悉，这是一档以“健身教练和学员
为主体”的赛事真人秀，节目组计划在全
国 50 城设立 50 赛区， 秉承公正透明的
原则， 为广大健身教练提供一个能最大
限度展示自我的舞台， 并选拔出最精英
的教练，全程帮助其塑造个人 IP，打造一
批专业过硬， 个人魅力获认可的明星教
练。 同时，节目还将联合构建新型健康运
动产业的相关企业， 唤醒全民科学运动
意识，为眼下“全民健身”的热潮助力，倡
导大众实践优质的健康生活！

节目总导演黄健介绍，《我的好私
教》以私教健身为切入口，通过健身爱
好者搭档组合， 以剧情式情节推进，讲
述教练与学员共同成长的故事，展现不
同人格、 不同个性之间的矛盾与磨合，
真实记录健身训练的全过程：“我们会
强调教练和学员之间的团队精神和搭
档默契，所谓一个人苦练，不如两个人
共进退！ ”

黄健表示：“希望观众看了我们的节
目，会有一种即刻奔赴健身房的冲动。 为
了达到这种效果， 节目在视觉设计上也
格外注重美感，希望通过数码艺术、光学
效果、社交元素的融入，激发观众的运动
能量。 ”

湖南卫视综艺《亲爱的客栈》前两季
节奏舒缓，第三季却做了颠覆式改变，聚
焦职场竞争，风格转向强情节、快节奏。
在刚刚播出第五期中，“老板”刘涛发布
了全新任务：收购特色的农产品供客人
购买， 考核管家的带货能力。 最终，吴
磊、张翰、李兰迪成功通过考核，马天宇
因业绩垫底遭淘汰，引发网友热议。

对于节目的转变，一些观众直言戳
中了自己的职场困惑，但也有不少观众
表示不能接受， 豆瓣评分也下滑至 3.6
分。 对此， 节目监制夏青表示：“《亲爱
的客栈》 是一个经营体验类真人秀，每
一季的主题策划都会根据当下社会的
情绪和痛点去做考量。 做第三季时，我
们看了一些讲现在年轻人职场焦虑、生
存焦虑的文章，所以，这一季的策划是
职场方向。 ”夏青分析：“放松有很多种
方式。 当你沉浸在节目中，情绪被里面
的人物所牵引，看完再跟朋友们一起讨
论、宣泄、吐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老
板，我就遇到了这样的同事……这也是
一种放松， 这种放松可能是更深层次
的。 ”

作为三季“元老”，刘涛此番化身“严
厉老板”令很多观众不适。 在夏青看来，
“刘涛是很传统的中国女性，有老公在时
她会依附老公， 所以前两季就是她先生
王珂说了算，她会辅佐丈夫做工作。 这一
季老王不在， 她就是一个有责任心有担
当的女人。 她的变化是正常的，扛起了客
栈老板的责任。 大家还忽略了一点———
她曾经是一名军人， 所以对纪律要求会
非常高。 ”

鲜少参与真人秀录制的马天宇，
最初接受刘涛的邀约来到《亲爱的客
栈》，“我看过之前的节目， 觉得很轻
松，结果发现被骗了”。 住集体宿舍、一
轮轮的职场考核，令马天宇一度招架不
住，虽然刘涛的鼓励让马天宇坚持了下
来，但他还是因为销售业绩垫底而遭到
淘汰。“可能我真的不适合这样的方式，
但尝试是好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
格，我很讨厌自己滥好人的性格，阚清
子、张翰、吴磊的性格是我缺失的，很羡
慕他们，我应该改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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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上的夏洛克》中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打动人心，导演表示———

“每个人都能成为电影演员”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曾在今年 FIRST 青 年
电影展上备受赞誉的《平原
上的夏洛克》 将于 11 月 29
日在全国公映。 近日，这部小
成本荒诞喜剧电影在广州举
行院线经理提前点映场，收
获笑声与好评。 导演徐磊在
映后跟大家见面， 并透露这
部全素人演出影片的幕后故
事： 一度因找不到男主角而
彷徨，最后才发现“最佳男主
角”就是自己的老爸。

珠江频道启动“私教健
身”真人秀

《我的好私教》
打造明星教练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亲爱的客栈 3》节目监
制夏青称：

“女强人”刘涛
其实很传统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王凯期待再战白玉兰：
上次没拿奖是是对我的鞭策

主演 接受采访时，三位主演王凯、杨烁、董子健
分别讲述了三个主角在剧中的变化、亮点。

杨烁：沙哑嗓音是因声带生病

第二季中，王凯已经从一名
普通技术人员变成了厂长。 不
少人期待王凯的中年扮相，但
王凯否认了：“第二季和我的实
际年纪并没有差距， 我只用演
到宋运辉 35 岁，比我现在的年
纪小两岁。 ”王凯的体重也成了
粉丝们关注的焦点， 被问及会
不会像第一季那样疯狂减肥到
脱相， 导演黄伟回应道：“王凯
这一部当领导了， 生活水平提
高了， 毕竟他在化工厂里要关
注整个厂的大局， 而且第一部
瘦得太让观众心疼， 我想让他

稍微胖一点。 ”
谈及角色的性格变化，王凯

说：“宋运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第一季他从成分不好的农
村青年成长为技术骨干，整个过
程会收着、木讷一些。 到第二季，
他的身份、地位、肩上的责任都
升级了， 虽然打心里不太想改
变，但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变。
宋运辉的内心变化也很丰富，家
庭戏也挺好看，大家都知道宋运
辉跟妻子分开了，但是怎么分开
的，过程挺有意思的，大家值得
期待。 ”

Q：你凭第一季提名了
白玉兰奖男主角 ， 但惜败
给倪大红 ， 这一季对这个
奖项有没有期待？

王凯：对于白玉兰奖，
作为演员应该都会很期
待， 很希望得到这样的肯
定。 第一季没有得到，肯定
会有失落。 但这也是对我
的鞭策， 我觉得自己还有
进步空间。

王凯：当了领导后会长胖一点

孔笙如此介绍第二季的
杨巡：“他发达了， 经历的事
情更多了，要谈恋爱了。 ”董
子健则对第二季的杨巡有看
法：“看剧本时， 我对杨巡有
失望， 但更多是对他的经历
感到无奈。 人生确实不能两
全其美， 确实很多事情顾不
上。 有时不免也要怀疑 ，究
竟真的需要那么成功吗？ ”
董 子 健 介 绍 了 角 色 变 化 ：
“第二季，杨巡在走上坡路，
看似很顺 ，好像把一切都搞
定了， 但他背负的东西 、付
出的代价在每场戏中隐隐
作痛 。 我拍每场戏时，都隐
隐有种疑问———他是不是要
成了？ 他真的要成了吗？ 他
这样能成吗？ ”

第一季播出后，杨巡获得
众多观众好评， 称赞董子健
演出了角色的灵动感， 董子
健耿直回应：“主要靠大家帮
忙， 演员不可能通过一个人
的努力改变什么， 其实都靠
服装、化妆、道具、导演、对手
演员们的帮助。 ”他回忆了第
一季一场戏的拍摄经过：“那
是一场台词量巨大的戏 ，对
手演员是杨烁。 那天下着小

雨，前一天我努力了，但还没
有把台词背下来。 到了现场，
孔笙导演花了两三个小时帮
着我捋思路， 慢慢把那场戏
调整好， 我才知道原来这些
词，说了这么多内容，这么不
简单！ ”

近日， 在第 32 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星辰大海》MV 拍
摄时，董子健与王俊凯、刘昊
然、陈飞宇、易烊千玺、周冬
雨同框。 随后，有网友在同框
截图上， 给董子健的脸打了
码，表示想看其余五人演《流
星花园》。 有网友转发微博评
论：“董子健： 我不配出镜头
吗？ 我不配拥有脸吗？ ”没想
到被董子健评论：“我不配，
打扰了。 ”这条回应在网上引
发网友热议。

Q：前几天在你被网友打
码排除在 “新 F4”合照之外 ，
当时失落吗？

董子健： 我挺高兴的。
（王凯指着董子健 、 杨 烁 插
话：“我们是 F3，失落什么！ ”）
我没有看过《流星花园》。

董子健：为角色付出的代价心痛

荨杨烁

荩董子健

茛剧组在
发布会上合影

片中出现金鱼在屋顶游动的超现实主义镜头

素人主演的表演获好评

启动仪式现场

导演徐磊 李丽 / 摄

在第一季中，杨烁饰演的雷
东宝被观众称赞 Man 到爆 ，尤
其是沙哑的声音吸引了无数女
性观众。 杨烁揭开了背后的秘
密：“拍第一部时，我声带上长了
两块息肉，说话变声。 我还问导
演能不能用后期配音， 太难听
了，后来我去了一些地方，看一
些领导讲话，发现这种声音也是
生活中的一种真实，没用配音也
是对的。 ”

第一季与王凯减肥相反，当
时杨烁需要增肥。 第二季还需要
增体重吗？ 孔笙回答：“第一季片
尾时，雷东宝出了问题被抓进监
狱，第二季开始时是瘦子。 演出
这种从大肚腩变成瘦子的变化
过程，杨烁会比较辛苦。 ”

雷东宝被公认为是“三兄
弟”中命运最坎坷的人物，谈及
该角色第二季的变化， 杨烁说：

“如果生活中真有雷东宝这种
人，还挺招人烦的。 他最大的特
点就是雷厉风行、 敢爱敢恨，但
很多行为鲁莽、激进，所以命运
注定坎坷、波折。 第二部中，他会
走上另一条路，但他的文化水平
有限，也会有这方面的展开。 ”

题外话
Q： 不少人看了第一季你演

的雷东宝后 ，觉得你特别适合这
种质朴的角色，你怎么看？

杨烁： 我不知道啊！《欢乐
颂》播完之后，大家都说我比较
适合小包总那种类型的角色，现
在又说我比较适合雷东宝这种
土土的角色。 我觉得挺好的，观
众既然对你有说法，说明他们有
看这部戏。 至于说我做得不足的
地方，我去改就好了。

题外话

题外话

幕后 三兄弟在各自领域继续打拼

荩王凯

“严
厉
老
板
”刘
涛

电影不是论文
没必要给出答案
《平原上的夏洛克》 讲述的

是一个发生在北方农村的故事：
农民超英翻盖新房，占义和树河
前来帮忙，没想到树河遭遇车祸
入院，司机肇事逃逸，于是超英
和占义化身“平原侦探”，踏上荒
诞的“追凶之旅”……

这个颇具戏剧感的故事，却
是徐磊曾经亲眼见过的真事：
“当时我的亲戚被车撞了，跟电
影里一样， 刚开始大家都不敢
报警， 跟医院说病人是从楼梯
上摔下来的。 因为如果报警却
找不到肇事者， 医药费就没法
报销了。 ”最后，现实中的农民
跟影片里的超英一样， 还是出
于正义感报了警。 徐磊说：“大
伙儿蹲在田间地头分析案情的
一幕，我至今印象深刻———有点
儿荒诞，也有点儿无奈。 ”正是

那一幕，让徐磊下了要拍《平原
上的夏洛克》的决心。

徐磊过去拍过短片，也做过
编剧，自编自导的《平原上的夏
洛克》 是他的大银幕导演处女
作 。 影 片 在 今 年 的 第 13 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斩获最佳剧
情长片提名和最佳电影文本大
奖，还得到了《战狼》吴京、《流
浪地球》郭帆、《我不是药神》文
牧野、《绣春刀》 路阳等导演的
集体推荐。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超现
实主义相互交织的风格独特的
电影。 片中展现的农民生活真
实仿似纪录片， 同时也有像金
鱼在屋顶游动这样极具美感的
超现实主义镜头。 这就像徐磊
本人的出身一般“矛盾”———他
从湖北农村走出， 因为喜爱电
影而去电影学院进修。

电影里，主人公们最终找到
肇事者了吗？ 结局没有给出明
确的答案，徐磊说，他只希望大
家看完后能对城镇化进程以及

“某些被时代抛弃的人”有所思
考。 他对好片子的看法跟很多
导演不同：“我认为好电影是让
人想问题的， 如果只是简单地
给个大团圆结局， 是不是太草

率了？ ”他认为，电影的责任是
“提出问题” 而不是“给出答
案”，“那不成论文了？ ”

可以不用剧本
导演须懂得调度
影片除了剧情和节奏俱佳，

观众们公认几个素人主演的表
现尤其出色。 面对大家的夸奖，
徐磊表示：“我也觉得他们很有
天赋很厉害。 ”他还说，这些普
通农民在拍摄中给了他很多灵
感，“比如占义， 他的表现太赞
了，我还给他加了不少戏”。

男主角超英最不好找。在电
影里，这个角色为了攒医药费，
停了自己重建了一半的新房，
曾经以为找到了肇事者， 也想
到了打法律擦边球让对方付出
补偿， 但在发现此人可能并非
真正的肇事者之后， 又坚持放
弃了这笔钱。 这个角色无疑体
现了徐磊熟悉的农民形象 ：在
解决问题上具备足够的“狡
猾”，但骨子里有着不变的诚实
和担当。

徐磊说，超英这个角色承担
着片中最大的现实压力， 同时
也承担着电影能否让观众产生

共情的使命。“刚开始找了很久
没找到合适的演员， 后来我妈
说，要不然让你爸试试吧。 ”没
想到这一试，还真不错，徐磊的
父亲徐朝英过去的生活体验也
适合这个角色———他做过多年
农民， 近年跟兄弟一起去县城
搞了个工程队。 于是，父子兵上
阵了。

如何调教这些非职业演员？
徐磊说：“不用调教，特别顺利。
我们现场没有剧本， 都是排练
一下就直接拍了。 ”当然，这背
后需要大量导演技巧的帮助。
“你不能跟他们说 ， 给点荒诞

感， 这么说他们就晕了。 你得
说： 这儿多走一步， 那里慢一
点，再过来摆个造型……你要懂
得调度，要给出明确的指令。 ”
徐磊认为：“只有不好的导演，
没有不好的演员。 跟舞台剧不
一样， 电影需要展现的是演员
的气质和个性， 所以只要找到
合适的角色， 每个人都可以成
为电影演员。 ”

当天，主持人说希望大家多
宣传这部“珍贵的电影”，徐磊笑
着接话：“别说什么珍不珍贵的，
你如果很喜欢就告诉身边人，这
好过那些宣传的狂轰滥炸。 ”

11 月 11 日， 电视剧
《大江大河 2》在宁波开机，
前日，制片人侯鸿亮、监制
孔笙、 导演黄伟携主演王
凯、杨烁、董子健，出席该
剧在上海举行的启动发布
会。 据悉，该剧计划于明年
3 月杀青，第四季度在东方
卫视首轮播出。

《大江大河 2》 将延续
第一季内容， 以宋运辉、雷
东宝、杨巡等人的际遇和奋
斗历程，展现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经
济领域的改革、社会生活的
嬗变、 政治领域的变革，刻
画改革实践者们的挣扎、觉
醒和变化。据制片人侯鸿亮
透露，目前编剧正在进行剧
本收尾工作， 剧本质量不
错。 而且， 第二季播完后，
还会制作第三季。

电视剧《大江大河 2》正式启动，确定会制作第三季

《大江大河 2》海报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去年 12 月，《大江大河》 在东
方卫视首播， 收视率名列前茅，豆
瓣评分定格在 8.8 分， 成为 2018
年最高分国产剧。在今年的白玉兰
奖颁奖礼上，《大江大河》 斩获最
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编
剧（改编 ）、最佳女配角、最佳美术
等五项大奖。 今年 8 月，《大江大
河》获得第十五届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

该剧第一季大结局让无数观
众意犹未尽：“知识分子” 宋运辉
（王凯饰 ） 离开金州化工总厂，决
心到东海化工厂大展拳脚；经历波
折和苦难后，“农村改革先锋”雷
东宝（杨烁饰 ）买下了市电缆电线
厂；“个体户”杨巡 （董子健饰 ）也

打开了市场。
第二季将接着第一季的结尾

往下走：宋运辉到东海报到，成为
领导班子里最年轻的副职成员，但
在事业上勇往直前的同时，却遭遇
家庭危机；小雷家改革步伐越迈越
大，雷东宝在电缆电线厂陷入困境
时，一次次努力突围；杨巡来到东
海发展，把握商机将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

第二季依然由侯鸿亮担任制
片人， 孔笙任监制， 黄伟独执导
筒。 孔笙说：“我们依然坚持初心，
和拍第一季一样，投入了饱满的热
情，这个夏天在剧本创作上开了无
数次的会，讨论了无数次，黄导和
编剧也专门去宁波体验生活，一直

在做细致的工作。 我们有责任、也
有信心把这部戏拍好。 ”黄伟坦言
既兴奋，也“压力山大”：“在第二
季里， 我们更多要表达的是传承，
这是一幅改革开放的长卷。 ”

《大江大河 2》在宁波市城区
周边取景、搭景。 侯鸿亮透露：“第
二部会有一个新的角色———随着
社会发展， 最初三种经济形式之
外，又出现了新的代表国外资本的
经济形式，会落在一个人物身
上，与这三个人都产生了
交集。 ”根据目前透露的
信息，外资代表正是
宋运辉的“迷妹”、学
成归来的梁思申 （金
晨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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