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4月26日上映以来，由赵薇导演的《致青

春》展现了超强敛金能力，目前票房已过3亿元。

片中， 赵又廷一改往日时尚帅气的形象， 扮古

怪、扮孤僻。日前，赵又廷做客访谈节目《青春那

些事儿》，自曝当初拒绝过赵薇的邀请，因为自

己不想扮演一个自私的男人。

赵又廷以 《痞子英雄》《艋舺》 等人气大

热，又与赵薇合作过电影《love》，此次在《致青

春》中扮演陈孝正。赵又廷透露，其实自己并不

喜欢陈孝正这个角色，当初婉拒了赵薇的邀请，

他认为从小穷怕了的陈孝正性格有些古怪与孤

僻， 为了事业而抛弃爱情， 是一个自私的 “渣

男”。在赵薇多次打电话之后，赵又廷才答应出

演。

现今演艺事业如火如荼的赵又廷， 感叹当

明星是他最不想过的生活，“当明星注定失去很

多私人空间，连普通人简单的出门吃饭、看电影

都做不到。 其实我不是很想让大家了解我的私

人生活， 大家想欣赏我就去电影院或看电视”。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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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马，劈柴，看艺术家们的限量版画

“2013建发·浅水湾名家版画展”今日开幕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成都商报：

《致青春》 上映后这段时间，你

每天都做什么事情？

杨子姗：

每天面对很多的采访，很多零碎的

工作，日程安排得比较满，今天主要就是采访拍

照。前段时间我们去上海、广州、福州、合肥、南

京、哈尔滨等地宣传，接受媒体的群访，跑影院

和影迷见面，大家很喜欢这个戏，看了后又哭又

笑，我很开心这个戏能让大家回忆自己的青春。

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的问题对你来说有难

度吗？

杨子姗：

其实还好，因为是青春题材，大家

问的问题都差不多，比如“你觉得青春的定义是

什么”，“你觉得你的青春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是

什么”，“你跟赵薇导演合作认识的她和印象中

的她有什么差别”……都在回答一样的话，嘴都

说麻了；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了，说的别人都快睡

着了。

成都商报：

这部戏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变化？

杨子姗：

因为电影上映，这部戏让大家看到

了，更多的人知道杨子姗这个人了。，目前的改

变就是工作量变大了一点， 知道我的人多了一

些，其他的还没有显现出来。目前我想的更多的

是下一部戏怎么接，下一部戏演什么样的角色。

成都商报：

你主要指的是内心方面的收获？

杨子姗：

这部戏给我的收获首先是演戏的

能力有了更大提高， 如果我按照平常演戏的速

度，两三年才能得到这样的成绩。另一方面，我

们这些演员在一起拍戏，玩得特别好，拍完后成

了好朋友，有时候约在一起吃饭，非常开心地谈

自己的工作生活，通过这部戏我收获了友谊。

成都商报：

和以前相比片约多了吗？

杨子姗：

片约？多了。毕竟是一部作品让大

家看到了，找我拍戏的人比以前多了很多。

成都商报：

在宣传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

是什么？

杨子姗：

印象深刻的就是导演和韩庚的粉

丝太给力了， 太热情了， 他们太爱自己的偶像

了，有人看了十几遍，就是为了把我们的票房拉

高一点。

成都二胡名家

肖邦故乡奏响《兰花花》

看过2012奥斯卡最佳影片 《艺术家》的

观众， 一定会对影片中不间断响起的20世纪

默片的经典音乐记忆犹新，电影配乐让《艺

术家》 这部黑白影片的颜色鲜艳了起来，也

轻松摘取了奥斯卡最佳配乐奖。 记者昨日获

悉，在肖邦故乡波兰滨海省奏响的《东方风

情》中波交响音乐会上，来自成都的二胡名

家谭勇与波兰波罗的海交响乐团合作， 奏响

了二胡名曲《兰花花》，这一曲中西合璧的美

妙弦音，执棒者正是《艺术家》电影配乐的指

挥、波兰国宝级艺术家恩斯特·范蒂尔。

昨日， 回到成都的谭勇接受记者采访时

透露：“恩斯特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为

二胡着魔，他向往中国四川这片神奇的土地，

希望在今年10月成都举行的西博会上， 携他

的奥斯卡奖音乐团队再度与中国的二胡合

作， 献给中外来宾一曲荡气回肠的 《兰花

花》。”

（任宏伟）

明日下午3时

杨宗纬成都签唱

明日下午3时，“人气歌神” 杨宗纬将带

着最新专辑《初·爱》来到成都举办签唱会。

记者了解到，昨日下午在杭州，杨宗纬现场宣

布将专辑所获资金捐赠给芦山地震中受灾的

同胞。 杨宗纬也呼吁艺人明星， 行善不分大

小，有心最重要，“大家对着镜头说什么并不

重要，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因《我是歌手》节目备受关注的杨宗纬从

未停止过在音乐上的脚步，他表示，无论是在

该节目中，还是自己的出道经历，都非常戏剧

化， 所以在心态上一直很平和，“希望大家把

焦点转回到我的作品上来，接下来我会把更多

精力放在作品的沉淀上。”

（任宏伟 整理）

百姓大书市即将落幕

等你来捐书买书

2013成都百姓大书市将于5日在东郊记

忆的成都舞台落下帷幕。本次书市上，“一折

起售”、“满200送名人畅销书”、“报纸截角

抵现金”、“读书达人” 微博互动得好礼、名

作家现场签售等精彩活动， 均令读者大呼过

瘾。今年百姓大书市除在主城区举办外，还将

到区（市）县巡展。

昨日，以“捐献爱心—寄托希望”为主

题的SO S儿童村图书捐募仪式在百姓大书

市举行。 据悉， 活动期间募集到市民捐赠

的图书， 以及成都时代出版社捐赠的共计

价值1万元的图书，都会捐给成都SO S儿童

村图书室。

（陈谋 整理）

今日下午4点，“2013建发·浅水湾名家

版画展”将于建发·浅水湾会所隆重开幕，展

出丁乙、郭晋、何多苓、刘大鸿、宋永红、王广

义、武明中、王玉平、薛松、叶永青、闫平、杨

冕、周春芽、赵能智等当代艺术名家的油画

原作限量版画。展期至6月3日。

此次名家版画展由建发房地产集团成

都有限公司主办，成都商报艺术工作室和艺

术仓库承办。昨日，艺术仓库创始人、总监赵

倩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此次展出的30余版

画作品的由来。 所有作品都具有 “限量版

画”的标准印迹：艺术家参与制作，限量印制

50版，艺术家亲笔签名。

艺术仓库在2011年成立版画工坊，开发

制作著名艺术家独家限量丝网版画和数码

版画作品， 希望艺术借此更能接近大众，走

进普通人的生活。“此次展出的作品大多是

去年制作完成， 每一幅作品都限量在50张，

附有艺术家亲笔签名。版画纸采用的都是法

国康颂手工纸，这是世界顶级博物馆、美术

馆指定收藏用纸。”赵倩颖介绍，艺术家参与

制作版画一般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根据油

画原作而来，另外一种则是没有原作，艺术

家纯粹为了创作版画而专门设计。前者印数

多，价格低，后者则相对昂贵一些，但都不妨

碍对作品的欣赏和拥有。

赵倩颖说，在收藏上，版画适合于两种人

群，一是对艺术有一定了解和认识的人，更多

的是从美学角度去欣赏作品， 去掉了艺术品

身上所附带的物质和市场价值； 另一种则是

刚刚进入艺术品收藏阶段的消费人群， 在试

水阶段先选择低价格的版画，挂在家中。

对于艺术家而言，自己钟爱的作品也许

早已为他人所拥有，版画也是不错的再创作

体验。“艺术家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不同，来制

作不同材质的版画。因为尺幅小、价格低，所

以受欢迎。毕竟油画原作太少人能够承受。”

艺术家赵能智说，此次自己所展出的版画创

作于2005年左右， 原作已经为藏家收藏，很

难看到，以版画形式再次呈现，也是他本人

喜爱的展示方式。

成都商报记者 向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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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青春》3亿票房后

“薇女郎”生活曝光

成都商报对话杨子姗：以后会不会红不是我该考虑的

成都商报：

你的父母看了这部影片吗？

杨子姗：

看了，当然觉得非常开心，觉得我

演得挺好，看到我拍了这样一个电影，把它完成

了，为我而感到自豪吧。

成都商报：

爸爸妈妈可能比较了解电影中

所处的年代，他们对你的表演提建议了吗？

杨子姗：

拍戏的时候没有让他们探过班，因

为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分散， 这个戏主要是跟

导演讨论。我4月26日回家乡南京宣传，那天弄

得很晚，也没有来得及回家，宣传完了，接下来

我会回去看望他们。

成都商报：

很多人都说，你扮演的郑微让人

想起赵薇扮演的小燕子。

杨子姗：

本身小说的原作者就是照着赵薇

来写的， 当然这个角色跟导演有某种程度的类

似。导演对小燕子这样的角色很擅长，我能完成

这个角色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她， 所以大家在

电影中看到了一个电影版的小燕子。 我能演的

像她，证明我完成了我该完成的东西。

成都商报：

不少人说，你将来会红，你怎么

看？

杨子姗：

其实之前我挺有压力的，后来想想

有些事不是我能控制的， 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挺

没必要，我不去想这些东西。大家说，杨子姗会

红。我非常感谢他们，他们这样评价是对我的肯

定，我很开心，至于真的会不会红，会不会达到

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那个东西不在我的能力范

围内，也不是该我考虑的。

拍《致青春》 “收获友谊，片约多了”

回应质疑“没错，我演的是电影版‘小燕子’”

相关新闻

赵又廷谈青春

明星生活是我目前最不想过的

展览地点：建发·浅水湾会所

开幕时间：今日下午

4

点

展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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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

～6

月

3

日

特别提示

赵智能版画

杨子姗与赵薇自拍

合影曝光， 两个版本的

“小燕子”有些神似

关于赵薇

青春的那些事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2013建发·浅水湾名家版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