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去年，网络音乐剧《薛

定谔的猫》 第一季在豆瓣

上获得高达 8.0 分的好评，

曾在《中国好声音》第四季

中获得汪峰组四强、全国 16

强的贵州罗甸女孩黄霄云

因这部剧再次展示了她歌

唱的魅力，圈粉不少。 7月 3

日，由她参与主演的《薛定

谔的猫》第二季《少年有点

酷》在腾讯视频上线。

昨日， 拿到艺考中央音

乐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第三

名，天津音乐学院第一名，高

考 452分的黄霄云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 她说自己正在等

待中央音乐学院录取的消

息。聊起演戏时，她还耿直地

说，“刚开始时超尴尬，但越

演越上瘾。 就算自己即将上

的大学没有戏剧专业， 我也

要想办法学演戏。 ”

戏里也是好声音

《少年有点酷》讲述在学

校明令禁止社团活动的情况

下， 音乐老师薛士奇与合唱团

的孩子们为了拯救社团， 共同

努力恢复课外活动而发生的一

系列啼笑皆非、温暖，又脑洞大

开的故事。 剧中黄霄云饰演学

生之一艾晓欣， 这是一位拥有

超高歌唱实力的 16岁少女，一

心认为自己会成为大明星，喜

欢争强好强。虽然表面傲娇，但

她内心却是一位可爱少女。

据了解，参演这部戏，缘起

导演看到了黄霄云在 《好声

音》中的表现，然后联系上学

校里的人找到她；而这个角色，

也几乎是按照黄霄云的性格来

塑造的。 对此，黄霄云说，“除

了没有艾晓欣那么浮夸， 我们

各方面都很像。都有梦想，并且

努力地追梦；而且曾经都胖，之

后下决心减肥成功， 也都很喜

欢粉色。 ”

刚拍戏时会尴尬

虽然是第一次演戏， 从去

年的第一季开始， 黄霄云就很

快融入了角色，“导演会给我

讲戏，然后拍戏的时候，我就

感觉我自己就是那个剧里

面的那个人， 平常大家也

都叫对方剧里面的名字，

就好像戏是真实世界

一样特别的舒服，体

验 了 另 外 一 种 人

生。 ”

虽然很快进入

角色，但对于自己的

演技，黄霄云笑称，“还

是有些尴尬的” ，“看

别人演得很轻松，但

刚开始时，我连手都

不知道放在哪里；需

要说话的时候，表

情、眼神、动作也都

做得不自然。 ” 不

过她会经常研究自

己的演技， 每天晚

上就算再晚都会去

把剧本看一下，自

己演一遍，拍戏的时

候也会让助理拍很

多小视频， 自己再

来看看自己表演

的样子。

连续两季参

演， 黄霄云告诉

记者，慢慢地，自

己也开始喜欢演

戏了。

今年考得还可以

除了演技，在拍摄《少年

有点酷》的过程中最让黄霄云

感到辛苦的就是备战高考。

“去年没考好， 今年又考了一

次。然后这两季的剧，都是在我

艺考之后， 准备高考的过程中

开拍的，去年拍了 40 天，今年

拍了 20天。 ”

黄霄云说， 虽然剧组给她

安排了补习老师。 但在拍戏过

程中， 她还是基本没时间和精

力学习，“所以我在拍完后又

突击补习了半个多月。 ” 今年

她高考考出 452分， 艺考也考

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传媒

大学的第三， 天津音乐学院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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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非遗周末聚” 丹青赤水献艺

7 月 8 日， 多彩贵州文

化艺术节·非遗展示篇周末

聚系列活动———“丹青赤

水·康养福地” 在多彩贵州

风景眼文化创意园拉开序

幕，一场赤水特色风情的文

艺演出上演：舞蹈《竹韵》、

独唱《月亮河》……竹编、竹

雕、游氏武术为代表的赤水

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将现

场推向高潮。

在非遗展示展演区，陈

文兰与卢华英两位非遗传

承人正在进行竹编、竹雕展

演：一根根普通的竹子，在两

位大师的巧手下，成为一件

精美的艺术品。 在地方美食

特产展示区，竹编、竹雕、竹

炭等特色工艺产品，玲琅满

目；赤水晒醋、虫茶、腊肉、黄

粑、绿壳鸡蛋等赤水美食让

观众大饱口福。

周日 10时，赤水非遗周

末聚活动将走进红云社区进

行演出；15 时到 16 时，将在

龙洞堡机场展演。

本报记者 陈问菩

从舞台歌唱，到《少年有点酷》中用歌声圈粉

罗甸女孩黄霄云

又忙高考又忙戏

值得一提的是，黄霄云这

两次高考，汪峰一直在背后关

心和帮助她，“当年节目结束

后我回到学校，汪峰老师就一

直在了解我学习的情况，问我

想报的专业，还履行了他在节

目中承诺给我找中央音乐学院

的老师辅导。 去年，我进入中

央音乐学院最后一轮艺考前心

里有很多疑问，我给他打电话，

他接得很快；问了他很多问题，

他细心地为我一一解答。 ” 不

过黄霄云去年的分数并不理

想， 她到了今年艺考时才鼓起

勇气告诉汪峰，“他秒回我的

信息，还鼓励我。 ”

此外，在汪峰“峰暴来临”

巡回演唱会上海站时， 黄霄云

被邀请一起登台演唱《一起摇

摆》。对此，黄霄云说，“经常有

朋友会问汪峰对自己最大的帮

助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经过在

他组里的历练， 我比原来自信

太多。 以前在学校我总是只敢

穿黑色系的衣服，如今，我成了

自信的粉色系少女， 还拍了自

己的第一部网剧。 ”

本报记者 胡亚妮

导师汪峰有帮助

《来吧冠军 2》

奥尼尔复仇

本期节目将继续播出篮球特辑。 上期节目

中，奥尼尔、刘炜、刘晓宇组成的冠军队一不小

心输给了终结者队，这让“NBA 传奇中锋” 奥

尼尔不能接受。本期节目中，三位冠军更是竭尽

全力，强势“复仇” 。

正式比赛时，奥尼尔不放松警惕频频抢位、

抢篮板，身高占有巨大优势的他轻松盖帽，让终

结者队一度“崩溃” 。 不过，锦囊争夺赛中的奥

尼尔却不具有体型优势，面对矮小道具，他只能

一把将道具抬起，从而穿过障碍物，搞笑场面逗

得众人哈哈大笑。

作为冠军的刘晓宇运气似乎不太好， 在与

袁弘的对抗赛中，他惨遭“滑铁卢” 。 事后，袁弘

对此调皮地表示，“我就是想让冠军知道，除了

技术之外，运气也很重要。 ”

———浙江卫视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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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中变身

马伊琍：还挺过瘾

改编自亦舒同名原著，由靳东、马伊琍、袁

泉、雷佳音、吴越领衔主演，陈道明出演的都市情

感剧《我的前半生》正在东方卫视热播。 这次在

《我的前半生》中，马伊琍饰演的罗子君是个生

活完全依赖丈夫的全职太太，疑神疑鬼的性格和

色彩艳丽的造型与她之前的角色大相径庭。

据了解， 马伊琍在过往作品中饰演的角色

大多都是个性强势又独立的女性， 也给观众留

下了智慧“大女人” 的印象。 昨日，马伊琍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戏外的自己与罗子君不像，

她认为独立是女性该拥有的最基本的品质。 对

于这个角色，马伊琍也坦言是挑战。 同时她也表

示，“其实每座城市都有比较‘作’的女性，以前

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这次有机会我觉得还挺

过瘾的，因为生活当中自己完全不是这样的。 ”

本报记者 胡亚妮

马伊琍致歉杰克逊及粉丝

在《我的前半生》第三集 28分处，马伊琍饰

演的子君吐槽起靳东饰演的贺涵。 子君认为，从

小在国外长大的靳东回国是因为在国外混不下

去，“还不是一样的黑眼睛、黄皮肤。 有本事你像

迈克尔·杰克逊一样，把自己浑身漂白……”

电视剧播出当晚，迈克尔·杰克逊中国网官

方微博连夜发文,不但贴出《我的前半生》关于

迈克尔·杰克逊部分台词的截图， 还放出迈克

尔·杰克逊生前所受采访画面。 在这段采访中，

迈克尔·杰克逊就提到了所谓的“漂白” 一说：

“报纸捏造故事，我没有整过我的眼睛、颊骨、下

巴和嘴唇，这全是谣言，他们说我涂上药膏让自

己变白， 其实我患上白斑病， 他们说我迷上整

容，这不是真的” ，迈克尔·杰克逊也承认自己整

过鼻子，不过是因为曾经被严重烧伤。

有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认为，尽管电视剧

剧情是虚构的，但如此传播“不实消息” ，就让

很多不知情的人会对迈克尔·杰克逊产生误解。

对此，马伊琍发文致歉说，“作为演员很抱歉，

在表演时从子君口中说出了伤害迈克尔·杰克逊先

生及热爱他的人的台词，今后我会对所饰演角色的

台词把控和细节表达更加严谨，再次抱歉。 ”

匠人竹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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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有点酷》黄霄云海报

作为曾经的导师，汪峰仍在帮助黄霄云

奥尼尔拉着贾乃亮要比试

《我的前半生》马伊琍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