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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影都
《欢乐好声音》3D原版 9:50 11:50
13:55 16:00 17:00 18:00
19:05 20:05 22:10

《疯岳撬佳人》11:05 13:00
《西游伏妖篇》3D 14:55 21:10
《合约男女》10:10 14:00
《功夫瑜伽》3D 12:30 21:00
《乘风破浪》10:40 16:40 18:40
《爱乐之城》9:30 11:55 14:20
16:45 17:55 19:10 20:20
21:35

《极限特工：终极回归》3D 9:40

11:40 12:40 13:40 14:40
15:40 17:40 18:55 19:40
20:35 21:40 22:35

《上海王》10:20 14:35
《完美有多美》12:00 15:55
《决战食神》3D 17:00
天天半价.会员观影20元起.
微信号:xhyd.
团购电话:87049310 87212554

胜利影城
《爱乐之城》12:00 13:00 14:15

16:30 18:15 19:20 20:30
《极限特工:终极回归》
12:30 14:25 15:20 16:20
17:20 18:45 20:40
票房:87080142

浙江胜利剧院
小伢儿金舞台——“童话力量”儿
童剧演出季
大型动感儿童舞台剧《三只小猪》
时间：2月18日 10：00 15:00
2月19日 10：00
演出剧团：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
抢座热线：13738076733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大型魔幻儿童剧《果果
的绿野仙踪》
演出时间：2017年2月25日15:00、
19:30
演出票价：150、100、50 元
演出团体：浙江话剧团

演出剧目：格林童话儿童剧《布莱
梅的音乐家》
演出时间：2017 年 3 月 4 日晚 19:
30；3 月 5 日上午 10:30
演出票价：280、180、120、80 元
演出团体：北京丑小鸭剧团

演出剧目：浙江交响乐团管乐五
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3月10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团体：浙江交响乐团管乐团

演出剧目：澳大利亚钢琴家黄彭
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3月19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人员：黄彭

演出剧目：意大利亲子滑稽默剧
《受惊吓的面包师》
演出时间：2017年3月24日晚19:30

演出票价：100、50 元
演出人员：安德里亚、弗兰西斯科

演出剧目：音乐会《宋珊瑚扬琴独
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3月25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人员：宋珊瑚

演出剧目：音乐会《德国 ARCIS
萨克斯四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4月8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人员：Claus Hierluksch、
Ricarda Fuss Claudia Jope 、
JureKnez

演出剧目：音乐会《一千零一“面”
“追”打击乐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4月8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人员：Sven Hoscheit 等

演出剧目：音乐会《克罗地亚弹拨
乐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4月16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团体：克罗地亚弹拨乐团

演出剧目：多媒体 3D 舞台剧《盗
墓笔记外传：藏海花》
演出时间：2017 年 4 月 21 日-22
日晚 19:30
演出票价：880、680、580、380、
280、180 元
演出人员：藏海花剧组

演出剧目：李渔名著话剧《怜香伴》
演出时间：2017年4月28日晚19:30
演出票价：480、380、280、180 元
演出团体：杭州话剧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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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咨询电话：85311326

2017年2月17日 星期五

●演出信息如有变动，请以各
影院、剧院当天现场公告为准。

如今，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下简称《三生三世》）不是一般的红。剧情的每一个走

向，都能牵动粉丝的心。昨天，剧中“四海八荒第一美男子”夜华的扮演者赵又廷，接受了记者的微信采访。

和很多明星接受采访之前要设置许多“提问禁区”不同，赵又廷回答问题，率真又直接。怎么看待吐槽他

“丑萌”啦，他和杨洋版夜华的比较啦，还有跟高圆圆什么时候造人，甚至连亲热的大尺度问题，他都没回避。

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热播，赵又廷实力圈粉

这回，高圆圆成了被羡慕的那一个

本报讯 由冯小刚导演、严歌苓编剧的

电影《芳华》，自上月初开机起，便引起了极高

的关注。

在继黄轩、苗苗等主演阵容公布之后，近

日，《芳华》剧组又迎来了一位大咖。他就是

曾与冯小刚合作，饰演《我不是潘金莲》中“县

长史为民”一角的内地实力派演员赵立新。

在与冯小刚的二度合作中，赵立新将饰

演主人公所在文工团的最高首长——宁政

委。昨日，赵立新在《芳华》中的剧照正式曝

光，赵立新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芳华》以1970~1980年代为背景，讲述

了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文工团成员，经历着

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充斥变数的人生命运的

故事。19岁去宣传队、20岁到文工团的青春

经历，在冯小刚的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

印象，他直言：“《芳华》讲述的就是年轻一代

的老炮儿。”

其实，早在去年九月《我不是潘金莲》发

布会上，与赵立新已经有过一次愉快合作的

冯小刚，就向赵立新发出了邀请，表示“宁政

委”一角非他莫属。

为什么冯小刚会钦点赵立新出演这个重

要的角色呢？这还得从两人在《我不是潘金

莲》中的合作说起。

其实，当初冯小刚找赵立新演县长史为

民，是纠结过一阵子的。因为赵立新是典型

的欧式双眼皮，鼻梁又很挺，外貌怎么看怎么

洋气，无论怎么看都无法与“县长”两字划上

等号。但等赵立新一定妆，冯小刚立即拍板，

“赵立新就是史为民”。

军人家庭出身的赵立新，这次也将宁政

委这个角色所需的气质与情绪，展现得淋漓

尽致。每场戏都是“一遍过”，获得冯小刚当

场点赞，“赵立新的戏真好，（角色）年纪可上

可下，塑造能力强”。

赵立新表示，此次深度合作，不仅实现了

两人去年在《我不是潘金莲》首映式上的约

定，更像是老朋友一起完成了一场跨越年代

的“青春之旅”，“在我看来，《芳华》就是1970

年代的青春残酷物语。”

本报记者 裘晟佳

电影《芳华》海口热拍，赵立新出演文工团宁政委

演完《我不是潘金莲》，冯小刚就给他送上了下一部戏

本报记者 庄小蕾

其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开播之前，网

络舆论对赵又廷来说并不利。说他演技一般

是一方面，更多的吐槽，集中在他的颜值上。

甚至有人说，《三生三世》里的任何一个男配，

颜值都碾压男主。

对于被吐槽，赵又廷倒是蛮诚实的：“一

开始的造型确实有一些不如预期，我们也想

一上来就非常帅，但可能当天我自己的状态

也不是那么好，出来反而让大家吐槽了。但

我也无所谓，因为我还蛮有信心的，不管是对

自己或者对这部戏，我觉得大家看了就一定

会喜欢上。”

果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开播没多

久，大家对“夜华”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

十度的大转弯，不管是严肃的太子夜华、为

了追求素素主动“碰瓷”的夜华、说情话脸

不红心不跳的夜华，还是强忍心痛亲自挖去

素素双眼的夜华，每一个都深深戳中了观众

的内心。网上还流传起了一个新词汇——

整容式演技。

也就是说，有这样一种演员，长得不算惊

艳，有的时候甚至有些“辣眼睛”，但他们有能

催眠观众让人忽略长相，沉浸在他们所饰演

的角色里的魅力。

“整容般演技？我还是把它当成称赞来

看待好了（笑）。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标

签，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觉得自己颜值有多

高、多帅或者怎么样，都是脚踏实地好好演

戏，希望大家看到的也都是背后付出的努力

和演技的呈现。”赵又廷说。

其实，自从 2014 年和高圆圆结婚以来，

赵又廷在许多观众、尤其是男性观众的心目

中，都是那个抢走“女神”的家伙。

可这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播，情况

再次调了个个儿，从“羡慕赵又廷”变成了“羡

慕高圆圆”。

《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中，

赵 又 廷 出 演

夜华。

在 冯 小 刚 新

片《芳华》中，

赵 立 新 出 演

文 工 团 的 宁

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