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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娱乐

改变年代剧戏路
提到张鲁一， 不少观众会第一

时间联想到其代表作《红色》，他饰
演低调、内敛、谦卑的徐天，圈粉无
数。 之后，《麻雀》里老谋深算、心思
缜密的毕忠良， 也是谍战剧的经典
形象。 这位年代剧专业户，居然演起
了都市剧。 究竟怎么想的？ 张鲁一
说：“我想走出创作的舒适区， 尝试
新鲜的角色和生活的感觉，而且，剧
本积极阳光，也很轻松幽默。 剧里也
涉及一些社会问题的讨论， 可能会
引起现代观众的共鸣。 ”

剧中， 许朗刚开始是个只为赚
钱的离婚案律师， 经历了一系列波
折后，他成立了律师事务所，专注打
知识产权官司。 在看完剧本后，张鲁
一找到周围的律师朋友， 向他们打
听律师工作、 生活的状态。 张鲁一
说：“我的律师朋友除了工作， 私底
下聊天都很轻松幽默，穿着很随意，
除非正式场合要穿正装， 平时都是
怎么舒服怎么穿。 我戏里用的道具
书包，剧组本来都准备好了，但我专
门找了一个律师朋友， 把他用了差
不多 20 年的书包借过来用。 ”

拍摄时， 张鲁一为这部剧的创

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王子文在受
访时，曾夸赞张鲁一很会改戏。 在回
应有关二度创作的问题时， 张鲁一
说：“作为演员， 我们要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贡献所有想法给导演、 给角
色， 不过最终判断和决策要服从导
演。 我也希望导演能给我打个分。 ”
张鲁一本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
演系，还是北京大学的艺术硕士。 当
被问及有没有执导影视剧的想法，
张鲁一说：“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尝试
着做影视导演， 但问题是现在没有
人找我。 ”

想挖掘喜剧天分
在《第二次也很美》中，张鲁一充

分挖掘了自己的喜剧天分， 甚至豁出
去尝试了女装扮相，Cosplay 动漫角
色。张鲁一说：“剧本就这样写的，我感
觉特别尴尬。因为这场戏，我反复试了
很多造型， 最终是导演定下的这个造
型。”张鲁一表示，自己非常爱演喜剧：
“特别喜欢烟火气足的角色，能给观众
带来轻松愉快的感觉， 也让我特别开
心。”剧中，许朗毒舌又暖心，这种人设
非常讨喜。生活中，张鲁一又是什么样
的人呢？ 他如此评价自己：“我是个知
足常乐、随遇而安的人。 ”

张鲁一生活中也很有喜剧感。
此前，胡歌表示自己在《南方车站的
聚会》里的造型特别像张鲁一，于是
首映礼就安排了胡歌和张鲁一同
框。 首映礼上，张鲁一幽默表示：“胡
老师如果太累了的话 ， 我可以替
他！ ”# 胡歌张鲁一撞脸 # 话题瞬间
登上了热搜榜，逗笑了一票网友。

身兼“二手玫瑰”乐队主
唱和“中老年美妆博主”双重
身份的梁龙以往不常在综艺
节目上露面，但这次上《吐槽
大会》却带给观众不少惊喜。
他的吐槽每个都踩在点上：
搞摇滚 20 年，涨粉速度比不
过开美妆直播的短短几天；

自己 20 年前就开始化妆上
台，当时别人不叫自己“美妆
博主”，而统称为“变态”。

梁龙与其他嘉宾的互动
也颇有看头： 调侃自己模仿
李佳琦当美妆博主， 被李佳
琦一惊一乍的直播风格吓一
跳； 调侃同为东北人的宝石

Gem 想借《野狼 disco》实现
“东北文艺复兴”，“我在前面
跑你在后面追， 难不成东北
文艺是我踩塌的？ ”……他最
终也成为象征本期冠军的
“Talkking”。

据悉，本季《吐槽大会》
的主咖将引入更多领域的

专业人士 。 除了主播李佳
琦 ，还有电竞主播 PDD （刘
谋 ）等 ，主题也会分为带货
专场、夫妻专场、电竞专场
等。 这些嘉宾如何跟其他艺
人嘉宾展开有趣互动，成了
往后《吐槽大会》好看与否
的关键问题。

请来李佳琦，
还是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脱 口 秀
节目 《吐槽

大会》第四季近日开
播。 首期节目里，带货主播李
佳琦“力压”袁咏仪、吴昕等明
星当上主咖。李佳琦的流量对
节目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第
一期节目上线至今，《吐槽大
会》四条热搜中有三条带着李
佳琦的名字。

不过，李佳琦的出现没能
改变《吐槽大会》自第三季以
来“不好笑”“不尖锐”的最大
槽点。 首期节目上线后，目前
豆瓣评分仅为 6.1 分，为四季
最低。这一季的《吐槽大会》还
能逆风翻盘吗？

在这期《吐槽大会》里，明
星与网红的关系被调转了过
来：主咖是网购平台主播李佳
琦，两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
女主角得主袁咏仪、主持人吴
昕、“二手玫瑰” 乐队主唱梁
龙、《野狼 disco》 原唱宝石
Gem 等都只能当副咖。

“咖位不够”成了李佳琦
在节目上的第一个槽点。 脱
口秀演员卡姆对此贡献了此
期最犀利的吐槽：“这么一堆
明星中， 最有名的竟然是一
个淘宝主播， 下一期的主咖

是不是京东超市的外卖员？ ”
主持人张绍刚则在介绍李佳
琦时说了大实话：“李佳琦凭
什么当主咖？ 凭他流量大！ ”

曾在 15 分钟的直播里卖
掉 1.5 万支口红的“口红一哥”
李佳琦， 是出圈之路走得最顺
畅的网红主播。从今年开始，他
凭借打鸡血般的直播风格和
“Oh� My� God”“买它”等口头
禅开始为大众认识。“双十一”
前后，李佳琦开始大型出圈：有
媒体统计，10 月 20 日淘宝“双
十一” 预售开启当晚， 超过

3100 万人进入李佳琦直播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4 日，李
佳琦共计登上 18 个微博热搜
和 7 个抖音热搜。

目前， 李佳琦的资源已
不亚于一线流量艺人。 他成
为时尚大刊《红秀》 封面人
物、接受《GQ 报道》专访、出
席 COSMO 时尚盛典、 与鹿
晗合拍肯德基广告； 不仅朱
一龙、 周震南等明星艺人跟
他一起做过直播， 即将上映
的文艺片《南方车站的聚会》
也要到他的直播间做宣传。

第四季《吐槽大会》试图
重拾最初的犀利风格，标语也
从“吐槽，一种年轻的沟通方
式”改成更犀利的“吐槽，我们
来真的”。不过，从首期节目看
来，主咖李佳琦有趣的槽点太
少，难以展现出《吐槽大会》该
有的力度。

在往季《吐槽大会》中，杨
超越、张艺兴等流量艺人也曾
以主咖身份登场，取得不错的

节目效果。但同为流量担当的
李佳琦真正大范围出圈不过
一个月时间， 展现出的多是
“草根逆袭”“热爱工作” 等正
能量形象，真正算得上“黑料”
的也只有此前的“不粘锅粘
锅”事件。

李佳琦曾为不粘锅带货，
直播演示时该锅却粘锅了。事
件出来后，李佳琦团队很快道
歉并解释直播当天使用的锅

没按说明书要求“开锅”，因此
才导致粘锅。及时且正面的危
机公关甚至为李佳琦拉了一
波“知错能改负责任”的好感。
在《吐槽大会》里，李佳琦不过
把当时的回应重新说了一遍，
没给观众带来新的信息：“我
们在直播之前反复测试过，直
播当天的新锅没有按照说明
书开锅，锅没有问题。 再次向
大家声明， 这个锅不是锅的

锅，是我的锅。 ”
此外， 李佳琦娱乐性并不

是特别强。在幕后花絮里，他显
得有礼貌、不张扬，能明显看出
他的紧张和不适应。在节目中，
他表现出与直播时一模一样的
标志性语调和语速， 更像是在
扮演“淘宝主播李佳琦”，而非
李佳琦本人。主咖缺乏表现力、
缺少有力槽点， 都让第一期节
目的可看性打了折扣。

《第二次也很美》中搭档王子文

张鲁一：我的职责就是做好“绿叶”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最近，由陈铭章执导，王子文、张鲁一
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第二次也很美》正在
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居高不下。 该剧讲
述了“二次元少女”安安，战胜现实中的
种种苦涩， 凭借自身努力成长为职场女
性、实现人生理想的故事。

张鲁一饰演的律师许朗在剧中帮安
安带孩子、处理法律纠纷、扫清她事业上
的困难，两人在相处中逐渐擦出爱火。 近
日，张鲁一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坦言自己
在剧组的定位很明确：“这是部大女主
戏，我特别清楚我的职责就是做好绿叶，
让安安这朵女人花能够绽放。 ”

“不好笑”

《吐槽大会》第四季开局有点“垮”

袁咏仪给李佳琦当副咖

有了流量但力度仍不够

“中老年美妆博主”成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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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
深藏于广州市番禺区的这
所双语学校———广州诺德安
达学校终于向家长揭开了
它神秘的“面纱”。 学校日前
举行开放日 ， 迎来了超过
1300 人的访问量。 期待孩子
接受国际教育的家长 ，抛出
各种问题，向该校的校长与
教 育 总 监 了 解 这 所 将 于
2020 年开学的学校将会放
哪些“大招”。

近年来，广东越来越多的
中小学开始步入集团化办学
的阶段。 而国际学校的集团
化办学早已有之。 以诺德安
达为例 ， 广州诺德安达学
校 ，就是诺德安达教育集团
即将在中国开设的第八所
双语学校。

广州诺德安达中方校长
杨琳琳向家长介绍：“目前 ，
诺德安达在全球有 66 所学
校，在中国有 8 所国际学校
和 6 所已经开放的双语学
校 ，广州诺德安达学校将会
跟嘉兴诺德安达学校一起
成为在中国的 8 所双语学
校之一。 ”

集团化办学能为广州诺
德安达带来什么优势？ 诺德
安达中国区教育总监何维佶
表示 ：“集团下全球 66 所学
校平台是不可小觑的。 我们
希望能够汲取集团的力量来
进行办学。 首先体现在让孩

子们能够有机会在课堂上接
触麻省理工学院 、茱莉亚艺
术学院的课程 。 我们的孩子
不仅要完成了国家九年义
务教育课程 ，同时有机会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 。 立鸿鹄之
志 ，让他们从小学升初中就
有机会接触到国际顶尖的
大学的教育 ， 包括理念 、探
索方向的渗透 。 另一方面 ，
通过集团办学 ，我们能提供
非常好的教师职业培训平
台 。 ”

在何维佶看来，这一个时
代的家长，面向的是未来的教
育 ：“未来 20 年， 从现在开
始，重复的脑力劳动的工作以
惊人的速度淡出我们的视野。
我们不能沿用过去的模式进
行教学，我们会注重保留中国
教育中的一个传统模式，就是
扎实的根基。 我们认为，任何
天马行空的建筑，都需要有砖
瓦支撑。中方老师就承担了夯
实基础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
外教老师用语言将学科内容
融合。 ”

对于学校的课程构建，校
长杨琳琳称：“用四句话来总
结我们的课程思想，就是深耕
母语文化、 通晓世界语言、培
养国际视野，同时让学生学会
终身成长。 ” 诺德安达希望，
孩子能够在双语的学习环境
里面，通过学习母语文化来达
到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我
们不希望孩子通过付出忽略
母语和文化的代价，来获得一
张登上世界舞台的通行证。 ”
杨琳琳说。

据了解，广州诺德安达学
校将在 2020 年 9 月开学。 届
时， 将有 1728 名学生在该校
学习一到九年级课程。学校同
时提供 728 个床位，供寄宿学
生使用。

（谭铮）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
通讯员黄赟莹报道：日前，新
西兰奥克兰大学宣布开放接
受中国高考成绩。据了解，自
2019 年 12 月 2 日起， 奥克
兰大学将在评估国际学生的
报名申请时， 接受学生的高
考分数， 以便符合要求的学
生直接就读本科课程。

奥克兰大学将在经过教

育委员会的审核和批准后，
于晚些时候公布保证入学的
分数线。

景鸿教育总经理唐泽坤
表示，此前，中国学生若想进
入奥克兰大学就读本科，必
须要先通过预科课程的学
习， 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时
间及费用成本。 奥克兰大学
宣布开放接受中国高考成

绩， 意味着高中毕业生只需
达到学校高考直录的要求，
便可直接入读大一。

至此， 新西兰八大名校
本科录取已全部接受中国高
考成绩直接申请， 另外七所
分别是奥塔哥大学、 惠灵顿
维多利亚大学、 坎特伯雷大
学、怀卡托大学、林肯大学、
梅西大学、奥克兰理工大学。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学
生走向海外 ，美国 、英国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等高校
逐步开放接收以高考成绩
申请的中国学生。 有留学
中介建议 ， 用高考成绩去
申请的学生， 也不能忽略
语言关 ， 毕竟在海外学习
生活还是需要熟练地掌握
当地语言的。

教育部新增 个专业
英国高校也有设置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接受中国高考成绩

近日， 教育部官网公布，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
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
法》， 在相关学校和行业提交
增补专业建议的基础上，教育
部组织研究确定了 2019 年
度增补氢能技术应用、高铁综
合维修技术、集成电路技术应
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跨境
电子商务、研学旅行管理与服
务、葡萄酒营销与服务、冰雪
设施运维与管理、陵园服务与
管理六大类 9 个专业增补进
入高职专业目录，从 2020 年
起执行。

深耕母语文化
通晓世界语言
培育全球视野

广州诺德安达学校举行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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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通讯员 李适雅

增设的 9 个专业，除了反
映国内社会、 经济的发展趋
势，也反映了全球发展的大方
向。 对有留学意向的同学而
言，可作为海外留学选择专业
的参考。 以英国为例，不少大
学就提供了与之相关的课程。

新能源工程类
目前，全球能源市场处于

转型期，而新能源也是中国加
速培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
一，比如：新能源汽车、垃圾分
类处理等。从就业方向而言，选
择新能源工程类的学生， 未来
可考虑从事能源公司、 公共机
构、技术咨询等方面的工作。

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就
设有可再生能源与清洁技术
和火力发电与流体工程专业；
利物浦大学则设有能源及动
力系统专业； 埃克塞特大学、
卡迪夫大学、拉夫堡大学以及
伯明翰大学均提供与可再生
能源或可持续发展能源等相
关内容的专业。

人工智能大数据类
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
个全新阶段，但是行业人才还
处于明显的短缺状态。 仅就当
前来看，IT 技术开发支持、数
据分析、 系统运维等职业，都
是与之相关的就业方向。

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安
格利亚鲁斯金大学推出了人
工智能、 人工智能与网络安
全、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专
业；约克大学则设置与人工智
能与机器人相关专业。

交通运输工程类
中国的公路交通事业正处

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涌现了大量
的高质量就业机会。如对此类专
业感兴趣，可考虑埃克塞特大学
的道路工程，利物浦大学的可持
续发展建筑工程、南安普顿大学
的交通设计与工程等专业。

此外 ， 对电子科学工程
类、国际电子商务类、旅游管
理类和体育管理类感兴趣的
同学，在英国的高校中都能找
到相关的专业就读，专业划分
也极其细致。 仅拉夫堡大学的
体育管理类专业， 就细分了 6
个不同的领域。

紧扣新业态 增补新专业
据了解，新增专业是紧扣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所涌现出来的新需求、新业态，由高等
职业院校及相关行指委提出增补专业建议，
经过初评、专家评议和征求有关行业主管部
门意见等程序最终确定的。

其中，新能源工程、人工智能技术、跨境
电子商务等专业的出现， 与国家 5G 技术的
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一带一路”倡
议的提出等重大政策密不可分。

此外，服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重大战略，
服务制造强国建设，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制造强
国的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
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发展，
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推进智能制造，
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中国制造 2025’
示范区。 ”此次公布的新专业中，出现了人工
智能技术服务、 集成电路技术应用和面向新
能源燃料电池生产的氢能技术应用专业。 无
论从教育还是就业层面来看， 这些新增的专
业，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重心和方向。

英国院校相关专业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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