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认和乐华七子没代沟
蔡国庆：有颜值更要有好心态

本报5月10日讯 正在热
播的《少年可期》，乐华七子迎
来第三位“师父” 蔡国庆。昨
日，蔡国庆接受了三湘都市报
记者的微信采访，已年过50的
他， 自认和7位徒弟相处完全
没代沟，因为大家都是“青春
年少的美少年”。

蔡国庆在年轻的时候也
是一枚不折不扣的“小鲜肉”。
蔡国庆表示，很多人觉得男孩
子长得好看就没有实力，希望
外界可以改变这个偏见。

与乐华七子相处的这几
天，蔡国庆教他们练声、带着
他们上中戏学习。行程看着都
是业务能力的磨练，不过蔡国
庆却说，他最想跟徒弟们分享
的其实还是正确的生活态度
和顽强的斗志，“对于他们在
艺术上的精进，师父没有什么

特别指点的。毕竟他们这种舞
台表演、唱风、舞蹈各个方面，
都是师父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我很羡慕他们现在的表演风
格。但是我就希望这些孩子们
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那就
可以做到‘五毒不侵’了。”

出道40年， 上过21次春
晚，蔡国庆却没有开过一次个
人演唱会。节目中，徒弟们也
为了帮师父圆梦组织了一次
特别行动。聊到这件事，蔡国庆
也表示徒弟们的用心让他十
分感动，“他们带着他们的歌
迷，带着我的歌迷，给我欢呼的
时候，我觉得是他们让师父又
找到了那种巨星的风采，巨星
的感觉。”蔡国庆也透露，希望
未来有机会能跟徒弟们合作
一首作品。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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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联4》上映，国产片一片狼藉。有人迎，有人酸，有人碰瓷，有人狂欢。5

月，“复联浪潮”消退，电影院有什么可看？10日，记者了解到，5月有迪士尼、奥

斯卡以及各种国产类型片共33部影片上映，有惊喜，也有惊吓。你会为哪部片

留下买票钱？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程琳琳

《我家那小子2》举行线下活动

武艺妈妈现场催婚
本报5月10日讯 为了庆

祝即将到来的母亲节， 今日，
湖南卫视《我家那小子2》举行
了特别活动“我家妈妈说”。活
动邀请了来自长沙各个社区
的妈妈们参加活动，当众喊出
自己想对子女说的心里话，武
艺也带着妈妈作为特别嘉宾
来到了现场。关于“朋友圈屏
蔽父母”和“外卖不健康”、“催
婚”等话题，武艺母子和现场
妈妈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作为“我家妈妈说”中第
一个上台的妈妈，武艺妈妈杨
秀芳可是“有话要说”。武妈妈
首先吐槽武艺的朋友圈太无
聊，只有足球和工作，并且怀
疑武艺朋友圈是不是屏蔽了
自己。此外，对于武艺爱点外
卖、不注重营养均衡健康的问

题，武妈妈更是表示自己头疼
已久，最终更是落点到儿子的
人生大事，武妈妈希望29岁的
武艺可以早点成家，带个“会
做饭”的好姑娘回来。

对于找女朋友的问题，武
艺则有些害羞：“有些事情是
强求不来的，还是要遇到自己
喜欢的那个人才行。” 武艺还
拿出自己的手机让妈妈检查，
自己的社交平台从来没有有
意避讳她，这样的耿直惹得不
少妈妈们看得直乐。

武艺妈妈笑着告诉记者：
“我们私下有个妈妈群， 经常
分享一些儿女的近况，儿女婚
姻也是我们谈论的话题，甚至
会尝试给他们介绍对象，但没
用。我只是希望能够有个女生
能够照顾他。” ■记者 袁欣

5月将有33部新片上映

“复联浪潮”消退

5月主打温情和斗狠

这个周末，总有一部影片适合你

周五是新片上映期，本
周五几部类型片上映， 不管
你好哪一口， 总有一部电影
适合你。

5月10日上映的《大侦探
皮卡丘》 将打响今夏开门
“萌”，《大侦探皮卡丘》 是第一
部改编自精灵宝可梦的真人
电影。讲述了在一个人类与宝
可梦共生的超现实世界中，21
岁的人类大男孩蒂姆·古德曼
（贾斯蒂斯·史密斯饰）在皮卡
丘的帮助下通过层层关卡、寻
找失踪父亲的冒险故事。

同天上映的《罗马》，这
部片的品质不用多说。 第75
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第
9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许

多国内外专业影评榜单公认
的2018年度最佳电影。 导演
阿方索·卡隆曾以《人类之子》
一举震惊影坛，凭《地心引力》
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 片中
百分之九十的场景都源于导
演的个人成长记忆。 通过一
名女佣的视角，阿方索·卡隆
向观众呈现了一个墨西哥中
产阶级家庭的悲欢离合。

喜爱京剧的影迷， 不能
错过5月10日上映的《进京
城》。上映当天，长沙组织了
一场《进京城》潇湘首发启动
仪式暨国粹传承者看片会。
该片以“徽班进京”为故事背
景， 演绎了国粹京剧这一经
典剧种诞生的故事。

5月碰上母亲节，影院都
温情起来了。

温暖治愈系电影《海蒂
和爷爷》，片子没有多么曲折
离奇的戏剧高潮， 更多的是
娓娓道来的温馨日常。 如果
你也想在初夏的5月，跟随小
海蒂驰骋在辽阔的山川湖海
间,那就记得5月16日走进电
影院。

近日，电影《音乐家》在
长沙提前看片， 片中感人至
深的家国情怀让不少观众泪
洒影城，该片将于5月17日全
国公映。电影《音乐家》由国
家一级导演西尔扎提·牙合
甫执导，张遂遂、哈依夏·塔
巴热克联合编剧， 胡军、袁
泉、 别里克·艾特占诺夫、阿
鲁赞·加佐别可娃等多位优
秀演员联袂演绎。 影片讲述
了上世纪40年代， 音乐家冼
星海因战争滞留在哈萨克斯
坦， 并得到伟大作曲家拜卡
达莫夫及其家人的帮助，度
过生命中最后一段岁月的传
奇经历。

《妈阁是座城》影片改编
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 讲述
了混迹赌场的女叠码仔梅晓
鸥（白百何 饰），与初恋卢晋
桐（耿乐 饰）、木雕艺术家史
奇澜（黄觉 饰）、地产大亨段
凯文（吴刚 饰）三个男人之
间跨越10年的爱恨纠葛。一
个女性视角的赌场故事，由
擅长女性题材的李少红执
导， 算是为成片上了一层保
险。该片将于5月17日上映。

迪士尼出品的真人电影
《阿拉丁》， 讲述一个穷小子
发现了一盏神灯， 之后借助
精灵的力量打败了邪恶的国
师、赢得了公主的芳心。

5月的最后一部大片是
《白哥斯拉2： 怪兽之王》，故
事背景延续了之前的设定，
地球上仍然有远古巨兽存
活，它们一旦出现，人类平静
的生活将被瞬间打破。最后，
能拯救人类于水火、 维护生
态平衡的“神兽”哥斯拉终于
重新出山。此外，中国演员章
子怡等也出演了该片。

温情和斗狠，你会选择谁?

本报5月10日讯拥有一位“操
心老爸”是什么体验？看看电视剧
《带着爸爸去留学》 就知道了。今
日， 记者得知，《带着爸爸去留学》
即将播出，在该剧中，孙红雷以全
新的父亲形象诠释了“爱要放手”
为核心的全新家庭教育观念。

《带着爸爸去留学》从黄成栋
（孙红雷饰）、黄小栋（曾舜晞饰）
父子二人的故事逐渐展开， 讲述
四组不同类型的家庭漂泊海外留
学陪读的故事。

除了主演孙红雷， 本剧还集
结了辛芷蕾、曾舜晞、蒋依依、刘
敏涛等中青代实力演员加盟。本
剧由金牌导演姚晓峰执导， 其代表
作《虎妈猫爸》、《恋爱先生》、《大丈
夫》等均获得话题、口碑与收视的多
重丰收。 ■记者 袁欣

张智霖谈“浪漫”

本报5月10日讯 芒果TV
《妻子的浪漫旅行2》即将收官，昨
日的节目开启夫妻单独约会模
式。四对夫妻分开旅行，享受各自
的二人世界的同时还要完成妻子
们的心愿。

节目中， 袁咏仪曾吐槽张智
霖一点都不懂浪漫。 张智霖透露
自己对“浪漫” 的见解，“借用了
《恋爱预告》的歌词，浪漫对我们
来说已经不是‘窗外天空那朵白
云，满写醉人的曲谱’。”他觉得，
如今的浪漫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
滴，生活中的挫折和千疮百孔，所
有的感觉都在丰富两人的感情和
爱。 坐在一旁的袁咏仪听了也点
头表示赞同：“其实我更注重行动
和感觉。”同时两人还呼吁大家要
寻找适合自己的恋爱模式， 浪漫
和爱情没有错，合不合适最重要。

■记者 袁欣

孙红雷变“陪读父亲”

本报5月10日讯 今日， 电影
《最好的我们》曝光“耿耿于怀”版
预告，该片将于6月6日上映。

电影《最好的我们》讲述了一
对因名字而结识的高中生耿耿余
淮， 从高中到毕业十年间分别又
重逢的故事。 预告片打闹追逐的
校园小路，欢声笑语的悠长小巷，
一直坐同桌的天真誓言， 让每个
人都瞬间回想起青春里的美好片
段。但也正像预告片的名字一样，
校园时光里那些未说出口的遗憾
永远被留在了夏天。

《最好的我们》 由陈飞宇、何
蓝逗主演。导演章笛沙说，这部电
影既是对自己青春的一次交代，也
是希望借电影让大家明白———最
好的我们是“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做
了一件对的事。” ■记者 袁欣

《最好的我们》将上映

《海蒂和爷爷》剧照。

《进京城》剧照。

《音乐家》剧照。 《海蒂和爷爷》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