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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 演员

代表作《摩登女婿》等

1

支持你不停追这

部剧的原因是什么？

甘露：

首先就是这部

戏的演员阵容，俊男美女，

尤其是全智贤回归电视

剧， 整部戏的之作水准也

非常精良。 还有就是这部

戏集合了电视剧的多种元

素，穿越，爱情，时尚，搞笑

等，每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尤其是每个演员的演技都

很棒， 每一个角色都好像

量身订制的一样。

2

你希望的结局是？

甘露：

当然是希望大

团圆的结局了， 我也在网

上看过多个版本的剧透

了， 很希望教授和千颂伊

能在一起。

3

这部韩剧为什么

吸引你， 你认为这部剧和

以往的韩剧相比最大的区

别在什么地方？

甘露 ：

《那年冬天风

在吹》《继承者们》《来自

星星的你》， 最近这三部

韩剧都可以说是韩剧的精

品，如果非要说《来自星

星的你》与其他韩剧最大

的区别就是各方面更精

良， 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

天衣无缝。 再就是与以往

韩剧“癌症、车祸、医不

好”的有点老套的情节相

比，《星星》 里的超能力、

外星人元素让人想象力丰

富，很有新意。

成都商报记者 陈玲莉

曾灵 陈谋

■

李依伊

演员 代表作《推拿》

1

支持你不停追这

部剧的原因是什么？

李依伊：

演员、剧情和

制作， 比如千颂伊穿的衣

服、房间内的摆设、演员用

的东西都非常考究， 都能

引起人们的注意。 尤其重

要的是， 这部电视剧在讲

故事的时候还在不遗余力

地推送着本国的文化。

2

你希望的结局是？

李依伊：

当然是两个

人在一起了， 只要是在一

起就无所谓， 无论是一起

生活在地球上还是去外

星，都可以。

3

这部韩剧为什么

吸引你， 你认为这部剧和

以往的韩剧相比最大的区

别在什么地方？

李依伊：

演员和剧情

是比较重要的。 之前看过

的韩剧大部分是一个模

式，车祸、癌症、兄妹恋等

等，而《来自星星的你》却

不一样，编剧很有想象力，

剧情的发展超出了你的想

象，制作也非常好。

邓家佳 演员 《爱情公寓》等

1

支持你不停追这部剧的原

因是什么？

邓家佳：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

偶像剧， 支持我不停追剧的原因

主要还是演员， 全智贤能够自由

出入在女生与女神经两种不同性

格之间。

2

你希望的结局是？

邓家佳 ：

我希望没有结局

（笑），最近网上流传了很多种结

局， 我比较倾向的是教授回到了

他的家乡，千颂伊留在了地球，遇

到了一个和都敏俊长得很像的男

生，两个人走在了一起。

3

这部韩剧为什么吸引你 ，

你认为这部剧和以往的韩剧相比

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邓家佳：

第一是演员演得非

常精彩， 全智贤和金秀贤的演技

非常好。 第二是因为这是个非常

时尚的电视剧， 千颂伊在每一集

里面都会换不同的衣服， 这个可

以作为爱美女生的搭配指南来

看。抛开剧情。剧本也不错，当然，

在我看来和《秘密花园》还有一

些差距， 这可能和因为我比较喜

欢那种抒情诗般的台词有关吧。

陈紫函 演员 代表《白蛇传》等

1

支持你不停追这部剧的原

因是什么？

陈紫函：

剧情是王道！制作精

良是前提，女一号的演技是亮点，

男演员都帅气有特点！

2

你希望的结局是？

陈紫函：

希望的结局是完美

的，两个人在一起，希望是一起去

了星星上了！ 这样我们就能看续

集是在星星上的新奇的生活了！

3

这部韩剧为什么吸引你 ，

你认为这部剧和以往的韩剧相比

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陈紫函 ：

区别是题材新颖，

剧情好，角色选得都特别到位！

女的漂亮男的帅气， 拍摄的景

好美，服装道具制作精良！引领

时尚！我也爱上了炸鸡和啤酒，

哈哈。

于莎莎 演员 代表作 《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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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等

1

支持你不停追这部剧的原

因是什么？

于莎莎：

因为越是在身边不

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会越会把这

份痴心妄想寄托于影视作品中。

2

你希望的结局是？

于莎莎：

希望结局是千颂伊

到都教授的星球上去。

3

这部韩剧为什么吸引你 ，

你认为这部剧和以往的韩剧相比

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于莎莎 ：

最大的区别就是

虽然剧情一样很狗血， 但是我

们看到了这次千颂伊 （也就是

女明星）， 她也有正常人的一

面。 而且里面加入了很多历史

元素， 而且通过台词告诉我们

一些浅显易懂的道理， 这是以

前的韩剧生离死别的苦情或者

单纯的美少男美少女中不多见

的， 而且男女主演的演技都非

常的赞。

刘涛 演员 代表作《贤妻》等

1

你最喜欢

/

讨厌其中哪个人物？

A

千颂伊 （全智贤）

B

都敏俊

（金秀贤）

C

李辉京

D

刘世美

E

李载经

F

其他

刘涛：

喜欢都敏俊xi！！！

2

为什么喜欢

/

讨厌

ta

？

刘涛：

演得好，很稳定，有细节

3

你对剧中哪个情节印象最

深刻？

刘涛：

在船上，千颂伊去跟新

娘合影，跟另外一个女明星抢镜，

想想演起来应该特别有意思。

4

支持你不停追这部剧的原

因是什么？

刘涛：

因为看得比较晚，所以

一气就把之前的都看了， 也没有

经历太多“追”的过程.

� � � � 5

你希望的结局是？

刘涛：

我希望都教授留在地

球陪伴和保护千小姐到永远～

6

这部韩剧为什么吸引你 ，

你认为这部剧和以往的韩剧相比

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刘涛 ：

它用了外星人这个

比较新鲜的题材 ，但是架构和

形式都是韩剧一贯的特有的

表达。

张歆艺 演员 代表作《匹夫》等

1

支持你不停追这部剧的原

因是什么？

张歆艺：

好看，故事好、演员

演得也好。

2

你希望的结局是？

张歆艺：

都教授和千女神在

一起。

3

这部韩剧为什么吸引你 ，

你认为这部剧和以往的韩剧相比

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张歆艺：

其实一开始我没关

注这部剧。 后来我和我团队的工

作人员一起去三亚度假， 那段时

间她们一直在我耳边讨论这部剧

的细节， 还推荐给我看。 我就想

说，真的有你们说得这么好看吗，

你们是不是脑残粉啊。 后来自己

上网一看，发现真的很吸引人，于

是就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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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周末审片团”第十八期审片报告

《霍比特人2》结局引不满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经典魔

幻史诗片《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以

下简称《霍比特人2》）目前正在热映，

昨天，“商报周末审片团”第十八期的观

影活动邀了近200名观众在成都万达影

城（锦华店）免费观看了这部影片，影片

的特效得到称赞， 但结尾部分因为太过

突兀引发不满。

作为《指环王》导演彼得·杰克逊的

回归之作，《霍比特人2》的3D特效令观

众满意。一场“酒桶漂流战”拍得惊心动

魄，动作场景设计编排的华丽流畅。片尾

压轴戏， 小矮人们智斗喷火巨龙的视听

效果也不错，如此气势磅礴的画面，也只

有导演彼得大帝能拍得出来。 回归幽暗

密林的精灵王子莱格拉斯帅气得“令人

无法直视”，不过影片中真正的高富帅，

当属精灵王子的父亲———精灵王瑟兰迪

尔，他一头金色长发，傲娇冷艳。

这一集中，“华生”马丁·弗瑞曼饰演

的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成长许多，表

现出难得的机智与勇气，甚至让高贵的精

灵王也相形见绌。有趣的是，“卷福”本尼

迪克特·康伯巴奇声演了巨龙史矛革，给

影片增添不少轻快的风趣。 他与男主角

“华生”从《神探夏洛克》一路“缠斗”至

中土世界，不禁让人浮想联翩。粉丝们调

侃：“看完影片最大的感悟是，当华生（比

尔博）站在卷福（史矛革）面前时，我们

才明白，这世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站在

你面前，你却不认识我了。”

看完影片后，@皇冠zxc表示：“《霍

比特人2》的确是大片，精彩的打斗场面

令人折服， 特别是精灵族追杀半兽人那

段。虽然近三个小时，感觉还是过得非常

快。最令人失望的就是结局，就这样结尾

太煞风景，不是三部曲一节一个故事嘛，

这个感觉都只看到故事的开头。 下一部

又要等待很久。”

@小熊de老婆表示：“3D 《霍比特

人》，喜欢指环王系列千万不能错过，新

人物美女精灵身手好还挺漂亮， 龙在这

集不止凶猛还很有想法。 蜘蛛森林和孤

山的特技效果都不错。 结尾还留了个大

悬念，感觉字幕出来大家都不想退场，心

都跟龙一起飞走了。赶快出第3集吧。”

“商报周末审片团” 的资深影迷

@∨、 绵绵﹏表示，“我给影片打6分及

格分，觉得第一部已经非常无聊了，以为

在第二部的史矛革之战会从头打到尾，

结果和巨龙打都没有打，更加无聊。就听

见傻龙对着霍比特人吹自己有多牛，其

实在我看来，他就会喷火、吹牛。反而逃

出精灵城堡后的精灵、矮人、半兽人的混

战很精彩！ 我很喜欢半兽人的角色造型

设计， 每个丑陋不堪的半兽人都是如此

精致，如同画画一般的还原。”

西泠拍卖今年喜迎公司成立十周年

庆，春拍拍品征集也正火热进行。有兴趣

的藏家可于2月28日至3月1日（9:30～17:

30） 前往人民南路二段80号锦江宾馆四

季厅送拍，届时西泠拍卖各门类专家将到

场为市民免费鉴定。西泠拍卖此次征集和

鉴定的范围囊括了中国书画、 名人信札

手稿、古籍碑帖、名家篆刻及四大国石、

珍品田黄、历代名砚、文房瓷杂、青铜器

（1949年以前著录）、金铜佛像、紫砂、庭

园石雕、中国历代钱币、油画雕塑、名家

漫画插图连环画原稿、当代名家玉雕、中

国陈年名酒各个门类，均期待精品出现。

成都征集之后，本周日、下周一西泠拍卖

将赴重庆征集， 详情可拨打电话0571—

87896778、18969020189咨询或登录西泠

拍卖官网www.xlysauc.com了解。

5月3日至6日西泠春季大拍将在杭

州举槌，12月13日至16日将举行“十周年

庆典拍卖”。 去年2013西泠秋拍以83.4%

的总成交率继续领衔全国市场， 与领跑

全国的高成交率相对应的， 是预展和现

场的高人气， 据统计秋拍共发放1083张

号牌，与往届一样，增加了200多位新买

家，拍场更出现多项创纪录拍品：林清卿

作田黄石云纹薄意扁方章517.5万成交，

创单克田黄价格最高纪录； 拍前广受关

注的“海内孤本”元刊佛典《联灯会要三

十卷》以523.25万元成交；王寅春制、亚

明画、 任淦庭及徐秀棠刻紫泥亚明四方

壶创下王寅春制壶拍场纪录， 成交价

287.5万。此外，刘海粟抗战时期重要油画

《斗鸡图》以1058万元高价成交。西泠独

家推出“外国名人手迹专题”，更引发了

新的收藏热点。罗斯福、里根、丘吉尔、狄

更斯、泰戈尔、爱因斯坦等一批外国名人

手稿集体亮相，30余件拍品悉数成交，开

启了国内名人手迹市场国际化进程。

今年， 西泠拍卖还将继续拓展艺术

门类，深挖艺术内涵。对于新一轮拍品征

集，西泠拍卖表示将继续延续“文人雅

趣”的路线，一直以来西泠拍卖反复强

调要传递一种文人传统， 倡导艺术融入

生活。在深耕市场、细化门类、精选拍品

的同时，西泠拍卖“让艺术更亲民”，在

拍卖预展现场不仅能近距离接触难得一

见的珍贵藏品， 更以公益讲堂加以实物

演示的形式， 深入浅出地普及艺术收藏

知识，收获了高人气。此次征集来到西部

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大本营”，西泠方面

表示期待与四川本地实力藏家和艺术爱

好者共同交流。借十周年庆典之际，西泠

拍卖也将从艺术的广度和深度着眼，进

一步提升拍品规模和质量。

（张世豪）

西泠春拍

周五周六征集拍品

《星你》结局

大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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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商报讯

今晚， 在苦追了两个多月后，

《来自星星的你》（以下简称《星你》）将迎来大

结局，都教授和千颂伊的爱情将何去何从，牵动

人心。昨日，江苏卫视品牌推广部主管刘先生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经过长时间沟通，金秀贤确定

加盟《最强大脑》国际对抗赛的录制，金秀贤的

角色和周杰伦、陶晶莹等一样，都是特约嘉宾。据

悉，金秀贤到电视台的出场费高达300万。

这次，《来自星星的你》在中国的热播，已经

成了一个社会学命题，命题中很“独特”的一个现

象是， 庞大 “追星粉” 中还有这样一个特殊人

群———演艺圈明星人士。赵薇、高圆圆、范冰冰、

吴秀波、刘涛、张歆艺、邓家佳、戚薇、张歆艺、曹云

金、李依伊、甘露、陈乔恩、蒋欣、唐嫣、郭涛、田亮、

张馨予、于莎莎……超过60多位明星艺人在个人

微博上担任起“星星”的义务推介员。在《星你》

大结局即将到来之际，《成都商报》特别订制《来

自星星的调查问卷》，请这些“明星粉”来回答，

他们眼中的“星你”，对于中国的影视剧制作，或

许也有着别样的借鉴意义。 最终积极参与到本报

“星星”问卷调查的热心粉有十多位，刘涛、张歆

艺、邓家佳、曹云金、陈紫函、李依伊、于莎莎、甘

露、大左、陆琪、自由极光（作家）等认真“答卷”，

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十分详尽的分析样本。

除了演员的表演精准到位征服了很多女明星

外，剧作上的精致也是让他们成为“明星粉”的

一大原因， 相声演员曹云金就很虚心地表示追

剧最大的动力是“学习”！当然，业务专研的同

时，一些“后遗症”也比较搞笑，像邓家佳，陈紫

函，于莎莎等都爱上了“炸鸡和啤酒”的美食组

合。谈及对今晚即将播出的结局有什么期待时，

10人中就有9人意见一致，就像刘涛那句激情的

呼唤一样：“我希望都叫兽留在地球陪伴和保护千

小姐到永远！”

■

■

曹云金 相声演员

1

你最喜欢

/

讨厌其中哪个人

物？

A

千颂伊 （全智贤）

B

都敏俊

（金秀贤）

C

李辉京

D

刘世美

E

李载经

F

其他

曹云金 ：

喜欢千颂伊，女人

都喜欢教授， 那我还是喜欢女

主角吧。

2

为什么喜欢

/

讨厌

ta

？

曹云金 ：

因为我是国产欧

巴。

3

支持你不停追这部剧的原

因是什么？

曹云金：

学习学习。

4

你希望的结局是？

曹云金：

我觉得悲剧结局更

打动人心，是不是有点狠？

5

这部韩剧为什么吸引你 ，

你认为这部剧和以往的韩剧相比

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曹云金：

编剧很敢设定，外星

人都来地球谈恋爱啦。

陆琪 作家

1

支持你不停追这部剧的原

因是什么？

陆琪：

我很喜欢演员全智贤，

角色性格也写得很好。

2

你希望的结局是？

陆琪：

我本身也做剧本，最近

刚写了《中国式逼婚》。按照编剧

思路，《星你》的编剧应该会像《超

人》那部电影的剧本一样：在一个

大屋子里，都敏俊外星人的能力和

外壳全部褪去，变成一个普通的地

球人，两个人慢慢老去，这是一个

正常韩国编剧写的最狗血的结局。

如果我来写结局，我希望，都敏俊

带着千颂伊飞越星空。

3

这部韩剧为什么吸引你 ，

你认为这部剧和以往的韩剧相比

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陆琪：

这个剧本，节奏稍微快一

点， 以前家长里短拍一集受不了。

这个剧确实题材新颖，剧对偶像本

身的包装， 不管面瘫还是帅哥，需

要非常完美，像童话一样完美。

■

经过数年沉寂之后， 韩国偶像剧正

形成新一轮爆发， 且这一轮爆发威力更

大， 从制造明星到形成辐射亚洲的文化

现象、全民话题，可谓来势汹汹，使得国

内娱乐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相

比之下， 我们亦步亦趋模仿了很多年韩

流的“造”星模式，把韩剧归结为“癌症、

车祸、治不好”，不再看在眼里，岂知“外

星人”“大长腿”一朝来袭，才发现原地

踏步、本末倒置的其实是学生。

探究此轮韩流巨大能量的秘密，与

韩剧重新崛起密不可分。 直到2013年上

半年， 韩剧和韩流明星风光不再依然被

认定为不可挽回的现实。 然而自去年下

半年开始，连续三部高水准剧集的播出，

韩国偶像剧触底反弹了。 梳理成功的法

宝，其实也很清楚，一方面是延续过去的

优势，并发扬到极致；一方面是大胆寻求

突破。这两点说着很空很浅显，但韩剧的

确是头脑清醒地在这么做着。例如《那年

冬天风在吹》，几乎80％的镜头都是宋慧

乔和赵寅成的脸部特写， 说是拍了一部

20集电视剧长度的化妆品广告片也不为

过。后者，就是剧本的高度完善和精彩。

很多人依然对韩剧抱有成见， 觉得它不

过是满足“脑残粉”的白日梦罢了，大红

特红的《继承者们》从表面看似乎也难

逃这样的质疑———翻版 《流星花园》的

剧情， 然而实际上， 很多国内的专业编

剧、业内人士在仔细研究过该剧后，都对

人物设置之准确周密， 台词语不惊人誓

不休的精妙表示叹服。三部剧中，口碑达

到顶峰的《来自星星的你》更是如此，女

主角千颂伊是个表面自大内心柔软，犯

“二”而不自知的国民女神，这样新鲜讨

巧的人物设置国产剧就未曾出现过，至

于在地球孤独生活的外星人都敏俊，在

400年韩国历史中自由出入，想象力和趣

味性更是甩出“步步惊心”领衔的国产

穿越剧几条街。另外，制作上韩剧舍得大

投入也保证了产品的精致。导演、演员于

正曾向记者抱怨， 他亲自到韩国考察电

视剧后期制作后简直嫉妒心爆棚，“韩国

本土公司修过的画面，简直太美了，我们

一是没时间，二是没预算，根本做不到他

们那么完美”。“星你” 中大量蓝幕特效

的使用，外星人空间挪移、时间静止等特

技效果的呈献，都达到了电影水平，全无

国产剧在特效中经常出现的“山寨感”。

偶像剧的核心就是男女主角的爱

情，如何拍出新意，韩国同行显然比我们

更积极。而反观国产情感剧的制作，要么

仍在翻拍过时的韩国长剧， 要么仍停留

在“虐”的阶段，陷入狗血不能自拔。

赵寅成、李敏镐、金秀贤等新一轮韩

星在中国的火爆局面， 对于国内的明星

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即便《中国好声

音》《快乐男声》在收视峰值时也曾引起

大范围关注、形成公共话题，但大都仰仗

节目的综合力量， 大浪退去即便能把名

字留在沙滩上如吴莫愁、 梁博、 华晨宇

等，然而莫不被纳入传统的新人流水线，

按部就班重新回炉， 难以像韩流那样成

为横空出世的偶像巨星。 造星机制的落

后、生硬、偶然性再次被凸显。韩剧真正

做到了戏托人、产业化，而我们似乎只学

到了一个“造”字，后面的事就各种本末

倒置、急功近利了。因此，这一轮韩流来

袭， 也让国内娱乐产业感受到前所未有

的挑战和冲击，更可怕的是，暂无还手之

力。

北京青年报 杨文杰

爱情剧如何拍出新意

韩国同行显然比我们更积极

有一说一

大左 演员 全能艺人

1

支持你不停追这部剧的原

因是什么？

大左：

起初看剧完全是为了饰

演女主的全智贤～然后渐渐地被

这种故事设定发展吸引住了～在

连续剧里题材很新颖啊～

2

你希望的结局是？

大左 ：

我也希望是幸福的结

局啊， 还是希望教授能留在地

球上和千颂伊幸福的生活下

去。可是大家还记得吧，我也是

支持辉京的 ,他一直坚定地守护

在颂伊身边 ,好像如果最后真的

只能祝福的话， 也有些替他伤

感了。

■

99%的明星呼吁：都教授千颂伊，请你们在一起

西泠独家推出“外国名人手迹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