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汉子“屏”什么闯荡江湖

荧屏流行撒泼女主
� 这周两部新剧将登陆荧屏 ，而这两位女主角都是 “狠 ”角色 ，陈数在 《我爱男闺
蜜 》中化身 “野蛮闺蜜 ”，李小冉在 《大河儿女 》中也继续 “敢爱敢恨 ”的霸气风范 。 而
这股 “女汉子 ”风也席卷到了同期热播的其他电视剧中 ，梅婷在 《父母爱情 》中就一
改以往温柔悲情形象演绎了一名刚烈女子 ，闫妮更在 《一仆二主 》中大胆上演了 “女
追男 ”的戏码 ，再一次刷新了大家对 “女汉子 ”的认识 。 各位女星也纷纷表示 ，“女汉
子 ”更符合这个时代女性的定位 。

� 闫妮
使尽解数“女追男”
出处：《一仆二主》

如果要是嫌对自家老公“恨一
点”不算什么，那在东方、陕西等卫视
播出的《一仆二主》中闫妮则发挥了

“女汉子”的另一个特长：不顾身份地
位、大胆追求男人。

闫妮饰演的女强人唐红表面上
是个十足的“女王”，当总裁、坐豪车、
穿大牌、拎名包，但对爱情异常执著，
爱上了自己的司机杨树，面对同时杀
出个年轻貌美的对手，唐红发动了一

系列爱情“攻势”，堪称“女汉子”的典
范。 她使尽浑身解数，堂堂一个公司
大总裁，为了赢取司机的欢心，一会
儿 cosplay 齐刘海美少女， 一会化浓
妆扮天山童姥，不仅“为悦己者容”造
型百变，还尝试“女神”气质大秀英
文，“我的英文名是 Clair，就是女神的
意思”。

同陈数一样，闫妮也认为，“女汉
子”是符合这个时代的女性。

赵薇搭档黄渤演农村妈妈
陈可辛新作《亲爱的小孩》选择“打拐”
� � 2 日，陈可辛最新导演作品《亲
爱的小孩》在京举行首次见面会，众
主演赵薇、黄渤、佟大为、郝蕾、张译
亮相。赵薇、黄渤首次合作虽有对手
戏，却不是夫妻，黄渤现场调侃赵薇
是“师姐变师姨”。 该片将于今年国
庆节上映。

《亲爱的小孩》是陈可辛与编剧
张冀继《中国合伙人》 之后再度合
作，关于选择“打拐”这一题材，陈可
辛称故事的灵感来源于央视新闻一

条“打拐”的消息，“剧本是在新闻片
中看到的真人真事改编的， 对我来
讲， 用拐卖的故事带出社会不同层
面的问题和人生的无奈。 之所以选
择拍这个题材，是因为故事动人”。

《亲爱的小孩》由最初的《家》，
到《我要回家》、《打拐》， 到最终定
名， 陈可辛称“虽然电影故事很悲
剧， 但无论人生有多少解决不了的
问题，最后还要给人以温情”。

赵薇自执导《致青春》之后，已
3 年未曾演戏， 片中她将饰演一位
农村妈妈，她微博曝光的素颜定妆照
中短发造型“沧桑感”十足。赵薇称“我
虽然不是很洋气，但是也没试过演农
民，这次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角色
和情节”。 被调侃她的造型“和黄
渤真像一对”，赵薇也解释“我俩
在电影中不是一对， 他跟郝蕾演
的才是一对”。

赵薇称很喜欢黄渤的表演，
“如果再做导演，会向黄渤邀戏”。
在被问及“用赵薇、黄渤搭档是
不是要刷新中国电影票房” 时，
陈可辛回应说和赵薇是一个晚
了十年的约定，十年前的《如果
爱》没合作成，这次选角时就想
到了赵薇，“她的眼睛太清澈了，
什么都可以演”。 黄渤的出演被
评很喜剧，他却不同意，“难道在
我的身上感受不到文艺的气息
吗？ ” （综合消息）

文章姚笛出轨被消费 N次
红出国外成“巨星”

文章和姚笛的“出轨门”，近日闹得沸沸扬扬。 日前，
马伊琍的父亲专门开通微博，抒写长信向爆料媒体“求放
过”，并表示“应该让我们自己处理家事”。 不过，这桩“家
事”要消停看来不易，估计还要被“消费”一阵子。见过大家接连
揩热门话题的油，抱热门人物的大腿，没想到就连文章出
轨一事也被电视台、淘宝网等各方拿来借力。 有网友因此打
趣道：“文章也太不容易了，出一次轨都要被你们用到尽。 ”

卫视抢话题>>> 《裸婚时代》对打《小爸爸》

由文章、马伊琍、姚笛“主演”的《周一见》大剧，持续
“热播”几天，引发不少看客围观讨论。 有网友甚至发现，
有卫视竟然在白天档重播起几位主角的旧作。

江苏卫视 4 月 1 日起播出文章和姚笛主演的电视剧
《裸婚时代》。令人浮想联翩的是，该剧第一集就有刘易阳
(文章饰)和童佳倩(姚笛饰)在宾馆开房的桥段。

而河北卫视也从 2 日早上开始重播文章和马伊琍夫
妻档演出的《小爸爸》。 同样都是白天播出，让不少看客笑
言：“这边播《裸婚时代》，那边播《小爸爸》，这是要对打的
节奏吗？ ”

淘宝出同款>>> 文章、姚笛你们知道吗？

近几天，不论上网，刷微博还是刷朋友圈，都难以找
到没有文章出轨门事件存在的一片净土。

事实上，就连淘宝网也无法避开这一热门话题。 神一
样的淘宝店主甚至就此事研发出商机， 推出文章姚笛同
款，比如“文章姚笛偷情同款帽子/眼镜/口罩/天然冰种红
玛瑙水晶糖果手链”，同时还有“马伊琍不哭”等系列产
品。这让不少网友看完直呼：“被这么‘出卖’，文章姚笛你们知
道吗”，并纷纷“指责”道：“店主，你们实在太坏了……”

文章出轨成“巨星”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文章的出轨门，不仅震惊了国内
娱乐圈，还引来了国外媒体的竞相报道。 2日，包括《每日
邮报》、《纽约每日新闻》等在内的多家媒体，均对此事做
出报道。《每日邮报》甚至还以“Chinese superstar Wen
Zhang(中国巨星文章)”来形容文章。 让不少看客唏嘘，“没
想到红出国外成巨星，是因为出轨的话题。 ”（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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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数
泼水、泼酒、泼辣
出处：《我爱男闺蜜》

即将在安徽、东方、山东等卫视开播的《我爱
男闺蜜》中，陈数一改以往的知性温婉，扮演的叶
珊性格野蛮泼辣，非常有主动性，因此也被称作
“珊爷”。 她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任何事情，绝对不
能让人欺负，甚至可以用“泼妇”来
形容。 至于泼妇的表现，最直
接的就是冲人泼水， 片花
中，陈数共朝黄磊的脸上泼
了三次水，还泼了情敌一脸
红酒。“她的行为的确比较
泼， 你可以理解是泼妇的
泼，也可以是泼辣的泼。 ”

为了刻画好这个 80
后离异“女汉子”，陈数
在造型上也做了不小
的改变，“放弃长发就
是我的建议，现在是染
了红色系的短发，这
彰显了她的简单干
练，又挺张扬个性”。
陈数坦言，能演一个
这样的“泼妇”很开
心，并对“珊爷”这
个称呼感到很受
用。

� 梅婷
改造老公手段强硬
出处：《父母爱情》

从“温婉”变“强硬”的还有梅婷，
正在天津卫视播出的《父母爱情》中，
梅婷一改在过去悲情柔弱的气质，饰
演了一个个性直接、敢爱敢恨的资本
家小姐安杰，被郭涛饰演的半文盲海
军军官江德福追到手后，开始了和丈
夫掐架的爱情生活。而身为资本家大
小姐，安杰本身也相当“傲娇”，眼界
高过天的她原本是个懂得享受生活
的女知识青年，对爱情有着浪漫的幻
想，原本对江德福这种大老粗嗤之以
鼻。婚后安杰也随即进入“麻辣人妻”

状态，对老公动辄打、扭、掐、踢，并且
对老公实行了“三洗”改造，丈夫在老
婆“一瞪二呛三威胁”的政策下，每天
洗手、洗澡和洗屁股，被战友戏称为
“三洗丈夫”。

谈到这个“麻辣”又“傲娇”的资本家
小姐，连梅婷自己也笑言，拍《父母爱情》
让她扬眉吐气了一回，自己再也不用
出演苦情角色，能够热热闹闹地迎来
自己的欢喜人生，还能顺便欺负一下
郭涛这个大男人。

� 李小冉
霸气管理大家小家
出处：《大河儿女》《大丈夫》

与陈数、闫妮、梅婷相继从“知性、温柔”转向“刚烈”
的变化相比，李小冉算是近期将“女汉子”进行得比较彻
底的女演员，之前李小冉一直以“冷傲”角色为主，不要说
在剧中吵架了，就连话都不多说一句。 在《大丈夫》中她扮
演了一位为爱情不顾一切的烈性女子顾晓珺， 为能与老
教授相守，斗老爸、斗前妻，使出浑身解数。

在本周登陆央视的《大河儿女》中，她又再次演绎了
一个有闯劲儿的河南“女汉子”。 该剧以 20 世纪 20 年代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为背景，讲述贺家、叶家两大钧瓷世家
的命运沉浮。 李小冉扮演的叶飞霞是叶家长女， 生性闯
荡，非常有商业头脑，将夫家的商铺经营得风生水起，更
有着侠肝义胆，相继成立船队、建立河上运输线来开展抗
日工作。

李小冉也在剧中有不少“大喊大叫”的泼辣戏份，形
象相当刚烈。 李小冉也透露，正是由于这部戏的角色，让
自己适应了此类刀子嘴豆腐心、快人快语的人物，才有了
后来《大丈夫》中的顾晓珺。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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