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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拍摄时流失掉了一些东西

/成都母女故事打动评委获奖

金庸先生笔下的美人很多，古
灵精怪的黄蓉、泼辣的木婉清、出
尘如仙的小龙女……《倚天屠龙
记》中，金庸形容赵敏“十分美丽之
中，更带着三分英气，三分豪态，同
时雍容华贵，自有一副端严之致，
令人肃然起敬，不敢逼视。”

近日，在腾讯播出的新版金
庸武侠剧《倚天屠龙记》中，成都
演员陈钰琪出演赵敏。昨日，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这
位成都妹子，听她讲述自己的奋
斗故事。

不惧比较不惧比较
演员有自己对人物的理解

在新版《倚天屠龙记》中，陈钰
琪饰演的赵敏可能是“史上最晚登
场的女主”。这部50集的电视剧中，
赵敏直到第23集的后半段才登场，
也让观众“望眼欲穿”。作为金庸先
生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倚天屠
龙记》曾被翻拍多次，黎姿、贾静
雯、叶童等都曾饰演过赵敏。虽有
珠玉在前，新人陈钰琪倒也并不担
心比较，“每个版本有每个版本的
特别之处，每个演员也有自己对人
物的理解。”

92年出生在成都的陈钰琪曾在
《锦绣未央》中饰演调皮可爱的九公

主，也在《香蜜沉沉烬如霜》中饰演
耿直仗义的魔族公主鎏英。对于饰
演帅气公主轻车熟路的陈钰琪，也
把赵敏潇洒还略有些霸道的性格诠
释得不错。不过，也有声音认为她

“帅气有余，柔美、灵动不足。”
首次挑大梁在金庸剧担任女

主，陈钰琪自己也做了很多准备。
“在拍摄前把所有能搜到的《倚天
屠龙记》电视剧、电影各种版本都
看了一遍，原著也看了。进组后进
行了一个月的武术套招的训练，还
学会了骑马。”

老师点评老师点评
外形条件好 有古典气质

陈钰琪毕业于川大锦城学院
艺术学院，早在学校时就是努力上
进的学生。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邓
生庆告诉记者，读书的时候，陈钰
琪就是一个乖巧安静的学生，在专
业上很认真，是班里唯一一个选择
修双学位的学生，最后也拿到了学
校会计专业的辅修证书。

陈钰琪的台词老师高承俊回
忆，陈钰琪是一名内敛的学生，平
常不怎么多话，但很认真，每次老
师布置作业，她都会很好地完成，
比如上台词课时，会有一些人物的
分析，陈钰琪会去找很多资料补

充，进行较丰富地分析。
陈钰琪的班主任古宇阳说，

在读书时陈钰琪有些内向，但学
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我以前
就告诉她，你一定能出名，要有自
信。”在古老师看来，陈钰琪的外
形条件很好，特别有古典气质，所
以他一直鼓励陈钰琪可以多拍点
古装的作品。

演艺之路演艺之路
也曾迷茫 现在更热爱表演

“我以前不太喜欢表演，我是
从大学毕业选择走演员这条路之
后才有了演员梦。”接受采访时，
陈钰琪坦言，自己有些腼腆，不是
一个有那么多自信的人，甚至在人
多时还会自卑。

陈钰琪回忆，读书时有一次
上台词课，台词老师布置了一个
期末汇报演出，让她演《雷雨》中
的四凤，在排练时，台词老师当着
很多人批评她，说“怎么连这个都
演不好”。“我觉得很丢人，当时很
难受。后来赶紧查了很多《雷雨》
的演出资料。再次站在台上时，听
到雷声的那一瞬间，感觉很奇妙，
忽然就入戏了，于是就更热爱这
个行业了。”

出道多年，陈钰琪也体会到了

演员光鲜背后的心酸。她回忆，拍
完《锦绣未央》后，自己有近一年的
时间没有上戏，就在不停见剧组、
面试。但自己没有什么作品也没有
什么经验，好多剧组都不敢用一个
新人。“我当时也在问自己，是不是
适合走下去？幸好周围的人都在
鼓励我。”经历过低谷后的陈钰琪
说，自己现在对梦想有了更清晰的
奋斗方向，“拍戏比以前从容了许
多，至少不慌张了，比较自信了。敢
于展示一些细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崛起-成都90后女演员”专题报道
从川大学生到新版金庸武侠剧女主角赵敏从川大学生到新版金庸武侠剧女主角赵敏

专访成都90后妹子陈钰琪：
奋斗，我更自信了

成都妹儿执导纪录短片
好莱坞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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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2019南非国际电影节评选
委员会公布了获奖名单，来自中国的
剧情长片《残香无痕》从两千多部参赛
影片中获胜，最终夺得最具分量的“最
佳影片”奖，导演大飞也获得“最佳编
剧”奖。

本届南非国际电影节评选委员会
称，《残香无痕》是“一部无法忘却的电
影”，早在提名公布后，《残香无痕》就以
八项提名领跑。据悉，南非国际电影节
是非洲最大的国家级电影节。

导演大飞说：“故事发生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的山西农村，虽然时隔二十
年，但是人们的记忆还在。但是现在的
农村较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光
是场景的还原，就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除了置景上的要求，还借助了很多的特
效来完成的。这些钱花进去观众是看不
到的，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电影人需
要有记录时代的使命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白雨佳

为了拍到好画面，刘铭漾和她的团
队花了大量时间在拍摄对象家中蹲守。

“流失的东西确实是没有办法去补的，
因为我没有剧本，不能跟演员说‘对不
起再来一次’。就算是蹲守着，我们也很
难保证所有摄影机开机的时候都拍到
了。”刘铭漾说。

据悉，刘铭漾是土生土长的成都妹

子，曾是成都电视台经济资讯服务频道
《深夜快递》记者，后就职于四川电视台
新闻资讯频道，担任SNG卫星出镜记者。

关于将来，刘铭漾表示，她会继续拍
摄纪录片，“我现在正在做我的第一部长
篇纪录片，也是全片在成都拍摄的，关注
的是隔代教育、家庭教育问题。我觉得我
的片子都比较关注热门话题。”

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成都母女故事感动评委

热播剧《都挺好》大结局中，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
年性痴呆）的苏大强戳中观众泪点，剧中苏大强病情迅速恶
化，忘了自己的年龄，忘了自己已经退休，和苏明玉的父女关
系因为患病得到救赎。

巧合的是，由成都妹儿刘铭漾执导的纪录短片《老有所
依》同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该片在不久前举行的2018
年度好莱坞国际独立纪录片奖学生单元获最佳短片奖。昨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刘铭漾，揭开这部获奖短
片的拍摄幕后故事。

2018年度好莱坞国际独立纪录片
奖于洛杉矶当地时间3月23日颁奖，成
都妹儿刘铭漾执导的纪录短片《老有所
依》在众多参赛片中脱颖而出，获得学
生单元最佳短片奖。刘铭漾在获奖感言
中表示：“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当我们
去看待和体会别人的生活时，能从中更
完整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生活。”

据了解，该片讲述一位50岁的成
都阿姨在刚退休之时，母亲被确诊为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于是，此后的每一
天，她对母亲悉心照顾，用心陪伴。故
事通过一对母女的生活，真实展现了
阿尔茨海默病的残酷，体现了女儿对
母亲至深的情感。影片中，阿姨的一句
话准确地向观众传达了患者和他们家
人的心路历程：当阿尔茨海默病进入
一定阶段后，病人并不痛苦，因为他们
已经正常地记忆和认知，痛苦的是病
人的家人。

影片拍摄地是成都，拍摄时间先后
加起来有一个半月，制作时间四个月。谈
起影片的拍摄初衷，刘铭漾透露：“我的
外公当年因阿尔茨海默病渐渐失去记
忆，他忘了我是谁，我内心极度痛苦，也
仍要面对他慢慢失去正常认知和行动能
力的残酷现实。”

为了拍好这部纪录片，刘铭漾在拍
摄前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我们尽量给

母女俩空间，在镜头面前去展现她们的
生活。患这个病不确定因素太大了，今天
可能会好一些，明天可能就记不得了。我
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们拍的时候，女儿
给母亲洗脚，母亲说‘你是我的女儿’，当
时女儿很高兴，那场戏我也用到了片子
里。现实中，母亲有时候也会和女儿说

‘你是我妈妈，把我照顾得这么好’，这是
我们拍摄时流失掉的一些东西。”

《《老有所依老有所依》》是刘铭漾拍的第一部纪录短片是刘铭漾拍的第一部纪录短片，，该片该片
讲述一位讲述一位5050岁的成都阿姨在刚退休之时岁的成都阿姨在刚退休之时，，母亲被确诊母亲被确诊
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此后的每一天此后的每一天，，她对母亲悉心照她对母亲悉心照
顾顾，，用心陪伴用心陪伴。。影片真实展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残酷影片真实展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残酷，，
体现了女儿对母亲至深的情感体现了女儿对母亲至深的情感

老有老有
所依所依

剧情片《残香无痕》南非获大奖

足球之路源于父亲
严志云告诉记者，“当年有个韩

国人请了一批韩国和巴西教练，在
红塔基地搞了个南洋足球学校，中
国孩子去学球3万5一年，那里主要
是韩国孩子，人民币差不多10万一
年，严鼎皓就是在那片草地上学的
踢球。”

体校毕业后严志云进入了绵阳
一家音响公司，现在是该公司云南
分公司的总经理，手下有20多人。在
体校时，严志云参加了四川省青少
年的足球比赛，“教练是四川体工队
下来的，我们绵阳队得了第三名，我
14岁才正式接受足球训练。但从小
我爱好体育，包括现在。”老严还放
话，除了身体对抗项目，儿子严鼎皓
都不是对手。

1997年，老严一个人来到了昆
明，理由很简单：“做销售，经济回报
比待在厂里高。”而昆明的气候、场
地成就了严鼎皓的足球之路。“严鼎
皓的足球生涯从这里起步，其实足
球之路和正常的工作一样，认准了
就要一步步地走。”

请空姐把他托运到昆明
2005年五一节，年仅7岁的严鼎

皓和妈妈一起到昆明玩，喜爱足球
的严志云把儿子带到红塔基地参
观，严志云向儿子开玩笑说：“愿不
愿意在这里学踢球呀？”看到球场上
训练的小朋友，严鼎皓用渴望的眼
神看着严志云，坚定地说道：“要！”

一放暑假，严鼎皓马上就给老严
打了一个电话：“你让我来昆明红塔
基地练球，怎么不来接我？”当时老严
一个人在昆明，工作也很忙，严鼎皓
妈妈在绵阳工作，老严也比较犹豫，

“要工作的同时，还要带小孩，太麻烦
了！”但严鼎皓很坚决，“你怎么说话
不算话？”面对儿子的指责，老严和妻
子商量了一番想打消严鼎皓的念头：

“妈妈没时间送，爸爸也没时间接
呀？”“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我
们只能把你交给空姐托运了。”“好
呀！”严鼎皓一口就答应了。

就这样，严鼎皓由妈妈交给空
姐带给了爸爸，“托运牌我现在都留
着。”严志云说。

从不缺席每一堂训练课
南洋足球学校接待父子俩的是

一位姓方的中国教练，儿子到了后，

老严和方教练联系，但没想到的是，
方教练却拒绝招收严鼎皓。“这个学
校年龄最小的都是1995年的，1998
年的严鼎皓太小了，不方便和大3岁
的孩子一起训练，生活上也不好管
理。”严志云就给方教练说好话：“就
让他在这里练两个月吧，开学后就
送他回绵阳。”就这样，方教练才勉
强答应。没想到的是，第一堂训练
课，方教练就喜欢上了严鼎皓。

在老严的印象中，严鼎皓没有
缺席一堂训练课。方教练曾给严鼎
皓说过：“你这么小就在这么好的场
地，这么好的教练指导下训练，如果
不珍惜这个训练机会，缺一堂训练
课，就损失你爸爸200元钱。”老严感
叹道：“其实主要还是严鼎皓对足球
的热爱，只有热爱，才不会偷懒。”

去法国见识先进的足球
在严志云眼里，严鼎皓的身体并

不出色，“所以我当时很犹豫，不想让
他走职业足球这条路。”但儿子在却
一心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严志云想
了一个办法，让他去法国见识最先进
的足球，以打消儿子的念头。

送严鼎皓去法国梅斯俱乐部
时，严志云申请了一年休学，留下了
后路。半年后，严鼎皓却向父亲要求
回国，“我问他原因，他说打不上比
赛。”当时中国去了7、8名球员，梅斯
俱乐部青训总监为每个去培训的中
国球员出了一份未来发展轨迹的报
告。在报告中，严鼎皓是少有的被法
国人认为具备踢高水平职业联赛的
潜质。这更坚定了严鼎皓走职业足
球这条路的决心。

回国后，严鼎皓加盟了绿城俱
乐部，慢慢的，严鼎皓成为了青年队
的主力和核心。因为在绿城的表现，
严鼎皓也入选了U19国青，但入选
U19国青的经历让严志云认为严鼎
皓必须出国留洋才有更大的发展。

在国奥得到希丁克认可
严鼎皓留洋得到了绿城的支

持，全运会前严鼎皓就去了国外试
训，“作为豪门的波尔图历史悠久，
也非常正规，提交资料俱乐部认可
后，就提供了试训的机会，通过后，
严鼎皓就留了下来。”波尔图U19队
在葡萄牙一直处于前3名，在2017年
代表欧洲俱乐部最高水平的青年欧
冠八强战中，严鼎皓成为了第一位
参加青年欧冠八强战的中国球员。

在19岁时，严鼎皓参与了整个
葡萄牙U19联赛，后来从U19升入
了波尔图B队。严志云说道：“那一
届只有6名球员升级，严鼎皓的能力
也得到认可。自小跟着大孩子训练，
让严鼎皓养成了自己的风格，赵宇
豪、高准翼都是当时他在昆明时期
的队友。和大的练拼不了身体，严鼎
皓就会寻求跑位、尽快出球，或者寻
求和队友之间的配合。”

在国奥队，严鼎皓得到了希丁
克的认可，三场奥预赛小组赛，严
鼎皓都首发出场，将国奥中场梳理
得井井有条，新赛季，严鼎皓租借
到了广州恒大，对严志云而言，严
鼎皓还年轻，无论是留洋还是在中
超踢球，每个阶段都能帮助严鼎皓
更好地成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发自昆明

专访川籍国奥小将严鼎皓父亲：

第一堂训练课
教练就看上他

对于韦世豪在2019年中国杯比
赛中的一次恶意犯规，广州恒大俱
乐部26日宣布，对韦世豪处以停赛
一个月的处罚，并根据其反省情况
决定是否开除。

在25日进行的中国队与乌兹别
克斯坦队的比赛中，上半场第36分
钟，韦世豪飞铲舒库罗夫脚踝，导致
对方腿部胫骨骨折。韦世豪则因为
这次犯规领到一张黄牌。

恒大俱乐部26日发布《关于对
俱乐部球员韦世豪的处分决定》，认

为韦世豪严重违反“三九”队规。为
从严管理，自俱乐部发文之日起，给
予韦世豪停赛一个月的处分，并到
俱乐部行政人事部报到，进行深刻
自我反省检讨。同时，俱乐部将视其
检讨反省情况决定是否开除。

公告还表示，希望每一位恒大
球员严格遵守“三九”队规，牢记《恒
大国脚八项规定》，以高度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再接再厉，再
创佳绩。

据新华社

中国杯飞铲后续：韦世豪遭恒大停赛一个月

同步同步
播报播报

导演刘铭漾

东京奥运会预选赛亚洲区第一阶段J组末轮的较
量中，中国国奥2比2战平本组的东道主马来西亚队。
国奥队以积7分，净胜球领先马来西亚队9个获得小组
第一。

刚加盟恒大的21岁川籍小将严鼎皓在这三场比赛
中表现出色，司职前腰位置的他完全释放了自己的能
力，将国奥中场梳理得井井有条，他还在对阵菲律宾的
比赛中直接助攻队友打进2粒进球。

如今严鼎皓已成为国奥队中场大脑，是希丁克麾
下的“郑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日前专访了严鼎
皓的父亲严志云，听他讲述严鼎皓的成长故事。

国奥小将严鼎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