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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电（特派记
者吴雅菁）12月24日，浙江卫视中国
蓝剧场将播出由康洪雷执导，孙红
雷、海清主演的抗战大剧 《二炮
手》。12月18日，《二炮手》的主创
们来到杭州出席新闻发布会，让人觉
得新奇的是，浙江卫视把发布会的地
点放在了军区大院里。在这样的小细
节上，亦可看出浙江卫视的用心良
苦。出演《一代枭雄》时，孙红雷曾
很酷地说过“我不是土匪我是设计
师”，但是在《二炮手》里，孙红雷
是不折不扣的土匪出身。他扮演的贼
九原名张三，儿时父母双亡为救青梅
竹马被匪首谢老凿掠上山，成为土匪
的二炮手，专门负责下黑手打冷枪。
误打误撞加入了八路军的队伍后，凭
借自己一身过硬的军事素养和超人的
狙击天赋，成为了队伍中的核心人

物，屡建抗日奇功，射击距离也在一
次次实战中磨练、提高。他与日军狙
击手兄弟真田毅、真田茗的纠缠恶斗
贯穿全剧，最终依靠子弹了却恩怨。

发布会上孙红雷表示，张三这个
角色是自己从艺以来最喜欢的角色，
也是最有挑战性的：“和我以往的角
色完全不同，有可能会把大家吓到。
我从小就很淘气，很顽劣，这点跟张
三挺像的。”而此次是海清与孙红雷
时隔8年后二度合作，两人在剧中上
演了地主家女儿与长工的爱情故事，
但两人都认为，这份感情并不是爱情
这么简单，它还融合了亲情、友情，
要演出这种微妙的演变对两人都是考
验。孙红雷大赞与海清合作愉快：

“她有天赋，人品好，我们在一起有
很多化学反应。”据悉，海清为了拍
好戏还受了伤。

从《潜伏》中的余则成到《一
代枭雄》的何辅堂，过去，孙红雷
的荧屏形象大多是正直冷静的“铁
面枭雄”。但在电视剧《二炮手》
中，孙红雷一改往常形象，化身一
个天性自由的“奇葩”山贼，同
时，由于剧中角色以狙击术闻名，
拍摄期间，孙红雷也专门练习了狙
击术。“我们达不到那些真正的神
枪手的水平，但可以做到射击后直
接推弹、上膛……这些都是真正的
狙击手给我们全剧组的人上过课
的”。在《二炮手》的发布会后，
该剧主角孙红雷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时也谈及剧中搭档海清，并笑言她
有“妖”气。

红雷洪雷，竟成“连体儿”
《二炮手》虽说是孙红雷与导

演康洪雷的第一次合作，但二人早
在电视剧《笑傲江湖》时期便结下
了渊源。可惜多年来，两人却鲜有
合作。而在《二炮手》拍摄期间，
两位“同音不同名”的才子找到了
许多共鸣，孙红雷说，两人好得像

“连体”，第一天合作就达成了高度
的一致，他还笑侃康洪雷就是个生
活中的“贼九”，“那个正儿八经
的、很严肃的康洪雷根本就不是
他，他内心有好几个贼九，还不断
地向我们输送他的理解，有的不靠
谱的想法可能都直接扯到火星了！
但我们互相拉扯，非常幸福，这是
我做演员以后为数不多的几次最愉
快的过程——最新鲜，最好玩，最

自由”。

天作之合，搭档海清亮点多
除了导演康洪雷外，在《二炮

手》 中 ， 孙 红 雷 与 两 朵 “ 红
花”——海清与孙茜的合作也是亮
点频出。其中，自多年前的《落地
请开手机》开始，海清就给孙红雷
留下了“气场十足”、“有艺术细
菌”的印象，“海清的幽默感特别
吸引我，而且她生活中很真实，我
们所有人都爱她。”在孙红雷眼
中，海清扮演的“白富美”李娴
淑，是一个有才华而邪气的角色，
换一个女演员可能根本驾驭不住，

“她身上有那种呼之欲出、根本按
不住的东西。我们以往的那些优
雅、大方、善良、内敛、智慧、勤
劳、勇敢都解释不了这个人物。海
清在生活中就很妖，所以只有她才
能演这个人物”。而首次合作的孙
茜，也给孙红雷带来极大的新鲜
感。“孙茜很灵敏，就是那种动物
型的演员，充满着原始的冲动，她
不是在演戏，她就活在角色当中。”

至于戏中与两位女演员发展了
怎样的爱情故事，孙红雷大卖关
子。他表示，贼九和杨巧儿的爱情
是“正常的恋爱”，而和李娴淑之
间则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
合适伴侣，“贼九像一只受惊的
猫，一直是夹着尾巴的。但李四
（李娴淑）很开放、单纯而又富有
激情，他们的人物关系有一种很有
趣的美满”。 （记者吴雅菁）

抗战大剧《二炮手》杭州举行发布会

硬汉孙红雷化身顽劣土匪

当郭富城高调示爱“新城
嫂”——价值1000万港元的限量
版兰博基尼新跑车时，旧城嫂熊黛
林也高调宣布有了新恋情。新欢是
谁？熊黛林只说，是圈外人。但拜
旧城嫂的名气所赐，媒体还是很快
挖到，新欢就是郭可盈的胞弟郭可
颂。据说，两人正式拍拖两个月。
12月13日，他们现身台湾，展开
四日三夜的浪漫之旅，不但十指紧
扣，贴面自拍，还在一起泡情侣温

泉，热恋期的亲密行为多多。
郭可颂出身于富商家庭，父亲

留下逾亿资产和亿万塑胶生意给他
们四兄妹。大姐郭可欣帮忙打理家
族生意，二姐郭可盈在父亲去世后
接管塑胶生意，弟弟郭可颂和妹妹
郭可思分别拥有自己的出口公司和
汽车生意。郭可颂本人身价也是以
亿计。他曾在2012年结过婚，今
年9月刚与前妻办妥离婚手续。

这是熊黛林在与郭富城分手后

首次公开的恋情，看来已经有十足
的把握。她说：“还差最后一个关
卡”。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要结婚
了？她回答：“还没想到这么远，慢
慢来。”显然，熊黛林在“攻城”的
7年里还是掌握了不少经验、吸取
了蛮多教训。外界普遍认为，郭富
城最终没给熊黛林一个承诺，就是
因为他认为她太高调。这次她终于
学会低调了，毕竟，要入主豪门或
许比“攻城”更难。 （综合）

张丰毅退出《两天一夜》
被曝在录制现场打人

近日，真人秀节目 《两天一
夜》热播，兄弟情谊是主打的感情
牌之一。然而，对外声称经过长期
磨合、培养出深厚感情的兄弟团，
却被网友视频曝光在节目录制现场
大打出手，张丰毅甚至当场飙血。
据节目组内部人士透露，张丰毅目
前已经退出节目组，不会参加最后
一期拍摄工作。

在网友贴出来的视频中，当时
兄弟团是在进行一项抱团的游戏。
在游戏一开始，张丰毅就被众人合
力推出了圈外，率先被淘汰出局。
可是被淘汰的他似乎非常不开心，
随后又跳回圈内开始与兄弟们游
戏。但是重新加入游戏后，张丰毅
在动作上明显过于激烈，他突然推
搡张睿，又狠狠推了尉迟琳嘉。然
后号召自己的团队，“大家团结起
来，把他们推出去”。录制现场开始
混乱，起初兄弟团其他成员只是围
观起哄，后来看事态过于严重，赶
忙劝和。好胜心强的张丰毅左手飙
血，录制被迫中止。而此次远道而
来作为morning angel的韩国友人
韩彩英，全程也显得十分无措，虽
然一直在微笑但也难掩尴尬之情。
有网友猜疑，兄弟团在虎跳峡之旅
当中，张丰毅所在的翠花队节节败
退，致使求胜心切的张丰毅才突然
爆发。 （据北京青年报）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大谈剧中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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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洋献声《喜羊羊7》
演绎史上最萌“喜羊羊”

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7》即将
于2015年1月31日全国公映。影片
近日邀请了因《爸爸去哪儿2》被全
国观众所熟知的“萌娃”杨阳洋加盟
该片。曾在《爸爸2》中凭借羞涩腼
腆的性格以及暖心萌萌哒的形象被大
众所喜爱的萌娃杨阳洋，此次受电影
《喜羊羊与灰太狼7》的邀请，不仅
献声影片中的童年版喜羊羊，更是用
自己的“萌声”重新演唱了《喜羊羊
与灰太狼》这部红透十年动画片的经
典主题曲《别看我只是一只羊》。《别
看我只是一只羊》歌曲本身节奏轻
快、歌词简单易懂，传递出一种乐观
勇敢的生活态度，一直备受广大小朋
友与家长的喜爱。在当天主题曲的录
制现场，杨阳洋一直处于活力满格的
状态，还不时蹦蹦跳跳地向大家示范
体操动作，充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运
动细胞，他表示自己也非常喜欢看
《喜羊羊》系列动画片。导演黄伟明
也表示，杨阳洋充满纯真、勇敢和正
能量的性格特点跟“喜羊羊”所要传
递的内容都是不谋而合的。

（记者吴雅菁）

《中国好男儿》12强晋级赛

萧亚轩被“求婚”
《中国好男儿》本周全国12强晋

级赛虐心升级。从上周第一场大逃杀
脱颖而出的24位好男儿，将迎来新
一轮残酷拼杀，同样对半的淘汰率，
最终将有9名好男儿突围成功，晋级
全国12强。在现场，萧亚轩两度被

“表白”，甚至被“求婚”。
本周比赛厮杀惨烈，却也横生几

许“浪漫气息”：两位选手大胆“示
爱”萧亚轩，让女神接连收获惊喜。
在第二轮个人才艺秀环节，萧亚轩铁
杆粉丝管栎不忘初心，凭借一首《爱
你等于爱自己》大胆“示爱”萧亚
轩。而舞林高手杨帅也在表演结束
后，单膝跪在萧亚轩面前，突然掏出
怀揣的小锦盒，满脸真诚地送上钻戒
一枚。面对突如其来的“求婚”，毫
无心理准备的萧亚轩惊喜万分，一下
子跳了起来：“你好棒，我会把它放
在心里面的！谢谢！”（记者吴雅菁）

熊黛林的新欢是郭可盈弟弟
入主豪门，先吸取“攻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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