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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评圈粉敢做敢怼的“真诚导师”
章子怡在这个舞台上可谓是敢说

敢做敢怼的耿直girl了，专业犀利的点
评每每让人拜倒在国际章的强大气势
之下。第一期节目中一脸凝重说郑爽
一直在笑场，没有信念感，虽然过后知
道是她跟刘烨演了一出“殿堂级”的吵
架范本，但在那个当下确实让人为郑爽
捏一把汗。在面对《我的父亲母亲》中
的老搭档郑昊的表演时，她并没有因为
是老搭档而去说好话，反而选择弃权不
投票，因为她真心觉得两个人演得不够
好，不足以让她投下这一票。

面对《像雾像雨又像风》四个年轻
演员的表演，她说满场她只听到了呼吸
声，甚至提出了致命的一问：“你们相信
自己演的人物吗？”她肯定地说：“我没
相信！”演员演得不好她会直接地讲出
自己的观点，演得好也会毫不吝啬地夸
奖。她把真心交付给这个舞台，为演员
的精彩表演而喝彩。看到那些感人的
表演她会被感动得泪流不止。被翟天
临、于月仙、俞灏明演绎的《团圆》打动，
点评的时候更是数次哽咽，说着在这个
舞台看到了美好，看到了善良。

堪称国际影坛一流水准的贴身教
学，指导张雪迎和彭昱畅排练，帮他们
请导演田沁鑫教他们演戏，为了自己

战队章子怡可以说是操碎了心。亲身
示范即兴表演说来就来，与刘烨抬杠、
上台表演、给王俊凯上课……

演技在线张国立称之“高级表演”
在《演员的诞生》舞台上，章子怡的

表演屈指可数，但每一次的作品都是精
品。在总决赛致敬舞台的表演，章子怡
以成就自己大满贯的宫二形象现身舞
台，一言一语、一颦一笑，光是坐着说话，
就把人物性格把握得很准确，丝丝入扣、
不差分毫的控制及分寸感让人有一种想
要再去重温一遍《一代宗师》的冲动。

熬夜排练、拍摄《青蛇》只为完美的
影视化呈现，简陋的置景却展现了大片
的演技。在《最熟悉的陌生人》中饰演盲
女，将重获光明的盲女表现得淋漓尽致，
表演风格差异大、空白剧本……都没有
成为障碍，依然奉献了一场好看的表
演。拍摄《胭脂扣》致敬张国荣梅艳芳，
与周一围默契搭档，特意让张叔平空运
了几套旗袍只为将人物呈现得更完美。

短短几分钟就演出了大片的质
感，看完表演后的网友给出的评论也
是准确：给国际章5毛钱的化妆和5毛
钱的背景，她能给你5个亿的眼神。为
演绎好机器人索菲亚的角色连续化妆
8小时不止，没有一句怨言；《后宫废
妃》中不多不少的演绎，更是被张国立

老师称为“高级的表演”。

多面子怡为人母后气质蜕变
除了导师和演员，在《演员的诞生》

的舞台上，观众看到了“更多面”的章子
怡。当了母亲后的章子怡多了更多感
性的气质，就连微博的简介都是醒醒妈
妈。除了导师、演员这两个身份，在《演
员的诞生》舞台上，她还是一个看到《亲
爱的》里面黄璐为了要回孩子哐哐哐猛
磕响头，心疼到潸然泪下的母亲。看完
直呼自己看得双手发麻，自己在做了母
亲后，更看不了这样的场面。

《演员的诞生》第三期，王俊凯痛
心演绎《唐山大地震》，再一次勾起了
当代人们对那一段惨痛灾难的回忆。
不停流泪的章子怡让我们看到了霸气
背后柔软的一面。为母则强，如此感
性的章子怡让人好感倍增。

现在“章子怡”三个字，无疑已成
为专业与敬业的代名词，《演员的诞
生》也让观众对戏里戏外的章子怡有
了一段全新的相识。前几天章子怡在
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到，当她决
定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她就要全力
以赴，无论是演戏、角色，坐在导师的
椅子上就要对得起这两个字；在舞台
上被称为导师，就要有导师的样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自《演员的诞生》开播以来，除了每期
节目播出必上热搜，给大家贡献一个又一
个“吃瓜机会”以外，演员的表演也让观众
过足了戏瘾。转眼间，《演员的诞生》收官
了，作为总冠军周一围最强大的后盾和支
持，导师章子怡可谓功不可没。在这个舞
台，章子怡展现的认真、严苛和专业，也让
观众重新认识了一个多面的章子怡。

四川藏区风光瑰丽旖旎，令人惊叹：
沿途湛蓝的湖泊如镜面一般倒映着白皑
皑的雪山；原始森林中交织着各色植物
一派生机盎然，轻灵的梅花鹿、雄健的奔
马、慵懒的牦牛群一同在丛林间和草原
上享受着阳光。众多迷人景象交叠在一
起，让人不禁对香巴拉深处心向往之。

网友yunduoduo被片子的画面打
动，还特地截图发微博说：“若尔盖、红
原、塔公、金川，亲切又熟悉。高水准的
制作，每一帧画面都好美。所有的等候
都 是 值 得 。”看 了 纪 录 片 ，网 友
XWangSH想起了到藏区游览的日子，
感慨道：“是屋顶袅袅升起的炊烟，是心
底不变的地方。依旧难忘几年前的藏区

深度游，踏上康巴土地的那一刻，第一感
受，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让人的肺都被
清洗一样……香巴拉，人间天堂。”

《香巴拉深处》的背景音乐由意大利
作曲家西蒙尼亲自操刀，利用乐曲抑扬
顿挫、高低起伏的节奏，让观众产生跳跃
感和规律感，使他们在观看时的心理节
奏更逼近客观现实。而该片主题曲由小
柯、老狼联袂献唱，歌声温暖治愈，在微
博上的观看量达到了134万次。小柯在
微博上写道：“老哥俩头一回一起唱歌，
天冷心热声儿暖和……”一位“90后”大
学生转发了该主题曲，并发朋友圈写道：

“主题曲简直太好听了，听歌仿佛就能感
受到香巴拉的美丽震撼。”

由《舌尖上的中国1》执行总导演阎大众任总导演，中央电视台、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广播电视
台等有关单位共同组织拍摄的大型4K纪录片《香巴拉深处》聚焦中国四川藏区，分为5集，包括“乐
园”“传承”“秘境”“相遇”“心愿”5个分主题，将藏区广袤的草原、巍峨的寺庙、神圣的神山、清澈的湖
泊一一展现，并通过20多个小故事表达了藏区人民的亲情观、价值观和宇宙观。

1月22日，《香巴拉深处》在CCTV-4频道播出，并在优酷网、哔哩哔哩弹幕网等视频网站同步
上线。截至24日，该片在优酷网站上播放量达到28万次，并在以年轻人为主要受众群的哔哩哔哩
弹幕网上，收获了三千多条弹幕。与此同时，官方微博“纪录片香巴拉深处”24 日阅读数高达 10
万+，在微博上，#香巴拉深处#话题阅读量也直线飙升，截至记者发稿，已达1094.1万，讨论7931条。

浓厚人文气息
引网友回味

“纯净简单的美好”
“香巴拉”，其意为“极乐

世界”，而在城市的喧嚣和现
代急促的脚步之外，香巴拉
的存在就犹如一片净土，令
人无限向往。纪录片中，香
巴拉文化的自然之美、人文
之美与生命之美被体现得
淋漓尽致。不少观众在观看
后表示，几乎是哭着看完影
片的。因为纪录片中那些人
民怡然自得的细碎日常，触
碰到了都市人心灵最软弱的
一处。

微博名叫“经纶万变”
的网友写道：“流着泪看完
了一集，它记录了阿坝州
的人文气息，草原上无法
割舍的赛马与牦牛成为他
们的精神依靠。……被触
动的就是简单纯粹朴实，
与城市生活相比，有所难
也有所幸福。”

无论是每天都要骑着
摩托车，守护高原花湖湿
地的湿地保护员罗科；还
是崇尔乡村民们为了保护
庄稼又不伤害梅花鹿，当
地村民与鹿群斗智斗勇。
在纪录片中，都能时刻感受
到这些人淳朴和善良，感受
到他们生活中点点滴滴的
小美好，以及他们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网友夫诸白鹿
在观看后，于网络中写道：

“那些草原和高原上生活的
画面像一首首陌生的遥远
的歌，里面的景色也非常
漂亮，满屏幕的纯净简单
的美好。”更有网友直言
道：“香巴拉深处，有我心
中向往的生活。”

因为风景里有最扎心的故事

纪录片《香巴拉深处》
播出后，不仅大受网友关注
和热捧，也获得多位明星大
腕为纪录片留言打call。演
员周迅转发微博赞其：“闭
上眼睛是万物的声音”；演
员蒋欣评价其“用画面记录
下每一次感动”；还有蒲巴
甲、叶一茜、徐峥等众多知
名人士联合推荐，向观众们
集体“安利”该片。

《演员的诞生》让人看到一个最真实的章子怡

除了唯美的画面、艺术化的剪辑手
法之外，鲜明的主题，故事平凡、温暖而
生动，也是《香巴拉深处》的特点之一。
在那片至纯的土地上，摄制组找到了一
些暖化人心的故事。

观众能从中看到少数民族民俗传统
和民间技艺的传承，也能一窥川西居民
勤劳生活中的智慧和纯真情怀。藏族姑
娘次仁拉姆为了减轻当地女性的辛劳，
立志苦学裁缝手艺并教会她们；90后的
青年科学家王正阳为了课题研究放弃大
城市安稳生活，深入川藏山林开始了探
索；青年扎西顿珠和梅朵因为旅行相遇
相知，开启了浪漫的摩托车骑行爱情故
事……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都将在影片
中呈现，等待观众去一一感受。

一位纯天然零整容的藏族小姐姐泽
仁拉姆也在网上引发热议。泽仁拉姆
15岁便跟着父亲做裁缝，因为与设计师

五之偶然相遇，她当起了藏族模特，低眉
含笑之间，不禁让人赞叹，惊鸿一瞥，过
目不忘。不少博主发文写道，“她没有明
艳倾城的面容，却有着高山雪莲般一尘
不染的眼神。”“看够了玻尿酸脸的网红，
真的爱上了这位自然清新的藏族美人。”
网友乔巴Anny评论说，“美到心里这才
是大自然赋予的美。”

在年轻人聚集的哔哩哔哩弹幕网上，
网友们不光将目光投向壮美的山川风景，
也是被纪录片中的人物所吸引。弹幕中，
随处可见网友们对生活在这片纯洁土地
上人们的赞美。比如在第一集《乐园》
中，金川梨花沟里的奶奶操持一生，面对
镜头时，她宁静安详地说道：“一家人团
团圆圆就是幸福。”感动了不少年轻的观
众。屏幕中闪过的一条条弹幕写道：“老
奶奶笑得好好看呀”“奶奶真是越看越有
气质，年轻的时候肯定很漂亮。”

《香巴拉深处》
周迅、蒲巴甲、叶一茜、徐峥等明星联合推荐

疯狂打call

壮美川藏风景醉人
小柯、老狼联袂献唱主题曲

故事温暖而生动
观众被藏族小姐姐“美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荷

见习记者 李雨心

彭登怀新年
香港会徒弟
刘德华要为恩师圆电影梦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恩湖)著
名川剧变脸艺术大师彭登怀日前从
香港回到成都，他在1月24日接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
独家透露，1月初在香港再次见到了
刘德华。刘德华表示，要支持师父
彭登怀筹备了12年的一部描写变
脸艺术变迁的电影。刘德华说：“我
一定会帮助老师完成在四川拍一部
川剧变脸题材电影的心愿，让大家
知道我们川剧有一种变脸是世界
级！”

去年年初，刘德华在泰国拍摄
广告时不慎坠马受伤，许多观众关
心刘德华一年后身体的恢复情况。
彭登怀介绍说，这次师徒重逢分外
亲热，互相拥抱，他询问了刘德华身
体恢复情况。刘德华告诉他：“师
父，我的身体早就恢复好了，拍戏唱
歌没有半点问题！”闻听此言，彭登
怀关切地捶了捶刘德华的腰，果然
发现他已彻底康复了。随后，彭登
怀把一幅亲笔书写的“浩气艺峰”的
字画送给了刘德华，刘德华展开画
轴仔细欣赏后，大赞彭登怀的书法
艺术水准高。

说起彭登怀的书法，近年来他
通过苦练大有长进。此次香港之
行，受香港太平绅士、著名慈善家
赵曾学蕴的邀请，彭登怀与香港著
名艺人温碧霞、袁咏仪、蔡一智夫
妇等一起出席了一个公益慈善活
动，彭登怀不仅为这次慈善活动表
演了川剧变脸绝活，还特别把自己
的书法作品“竹韵”当场拍卖，并将
拍出的12万元港币捐赠给了慈善
活动。

在刘德华招待师父彭登怀的午
宴上，两人详细讨论了为四川拍摄
川剧变脸艺术电影的计划，刘德华
表示一定要尽力圆师父的电影梦。
据记者了解，彭登怀一直有一个电
影梦，就是希望用电影的形式，记录
下变脸艺术的变迁和兴衰。彭登怀
筹备这部川剧变脸电影已有整12
年，他到处收集资料、筹措投资，付
出了很大心血。今年，在徒弟刘德
华的鼎力相助下，影片终于将在不
久后就可以开拍了。

1月2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还釆访了当年大力支持
彭登怀收刘德华为徒的川剧界专
家、原四川川剧艺术学校校长张
庭秀，以及四川蜀蓉戏剧社负责
人王迪。他们在得知刘德华要为
恩师彭登怀圆电影梦的消息后，
都表示，刘德华艺德人品相当好，
热爱中国民族文化，现在又大力
支持彭登怀拍川剧电影。“我们相
信，在徒弟刘德华的鼎力相助下，
彭登怀这位从事川剧工作 64 年
的老艺术家，一定能够心想事成，
一定会圆多年的川剧变脸的电影
艺术梦。”

充满故事的《香巴拉深处》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