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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何冰：既能扬着脖 也能低下头

下列人员原为我公司员工，因长期脱岗且失联，且未在公司通告的有效期限内与公司人力
部门联系，现公司依据有关规定单方解除与下列人员的劳动合同，不再聘用。

何岩强、曹晴月、郭靖、柴秀芳、阳光、吉丽、王银桃、赵志娟、李静15010219900710****、郭建
雄、边瑞平、张素芬、任静、王磊15262819880709****、李春华、任晓婷、魏虹、张美珍
15010219701220****、刘晓利、樊振国、吴丹丹、谢彬、王淳、韩佳丽15020719841010****、王志
芳、王伟峰、赵建成、宏岩、米志荣、刘宏宇、贾永清、程翻兄、谢斌、陈建军15012419831102****、
辛蝴蝶、闫文强、云利团、塔钦、孙丽15042819810303****、武欣、张鹏、郭科锋、王先云、祁文、白
伟、张宇15010319900331****、祝杰、剧龙、高鸿丽、闫海斌、利文、马军15010319740926****、许
建峰、杜超、杜荣、景永强、鲁健、温婧、姚晔、白兆为、王轩、郑燕娜、查日苏、王雨、何蒙、王天乐、
田宇、王旭明、李睿、陈鹏伟、许开文、杨松柳、王丽芬、牛雯琪、郭佳、贾元、肖玉莲、袁璠、郭晨峰、
曹健、李斌15010219841008****、张国武、赵国成、王小虎、马瑞芳、李之扬、张伟
15010419900117****、姚建忠、张程、郝勇、张紫真、张少青。

联系电话：0471-3248107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艺术厅北街6号

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通告

《北京青年报》消息“我
还有10年就退休了”，这位
年过五十的北京人艺演
员，在采访过程中总是少
不了几分意犹未尽的滋
味。即使生活不会发生本
质变化，某种仪式感的迫
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
何冰光阴荏苒，“这真是没
想到的事，一到五十哗一
下，就感觉这事怎么突然
就结束了呢？有点更珍惜
机会了。”

2018年，从艺近30年
的何冰凭借《情满四合院》
的“傻柱”一角首封视帝，
眼下跟刘家成导演二度合
作的京味剧《芝麻胡同》又
登上北京卫视黄金档。

从上无老、下无小，不
愁吃喝、不行就动手的“浑
不吝”傻柱，到有家有业、
拖家带口的“沁芳居东家”
严振声，同样的胡同院落，
传递着不一样的京味意

趣。对于京味的表达，在何
冰看来这两部剧最大的不
同就在于人物，他形象地
总结道：“他们一个是扬着
脖，一个是低头隐忍。”

始终以一个家庭为阵地

“家庭”的概念，始终
是《芝麻胡同》想传递的核
心理念，一家人有一家人
的故事，一家人有一家人
的因缘际会，正是因为

“人”的存在，一起走过30
年风雨的《芝麻胡同》，得
以展现出由岁月腌渍的醇
厚滋味。对于何冰而言，当
初接下《芝麻胡同》这个剧
本，和刘家成导演合作得
得心应手是一方面，另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剧本的
青睐。

而在这之中，整部戏
所设置的价值观念与戏剧
框架，是何冰个人非常喜

欢且认同的。“这是一个家
庭戏，不管外面风雨飘摇、
时代变迁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始终以一个家庭为阵
地，我们一起迎接这个风
吹雨打，重要的是我们团
结与否。”

何冰直言，编剧刘雁
将《芝麻胡同》中的矛盾写
得很尖锐，这也是这个剧
本让他觉得生动、让所有
演员深感喜欢的原因之一。
矛盾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
一个死结，生活中有这样那
样的不如意，人要跟自己搏
斗、要去克服、要去选择自
己最舒服的方式活着，但总
有东西需要坚持：“这部剧
的一个价值观念就是：家庭
至上，有一种深深刻刻的
温暖藏在里头。”

胡同、四合院的京味
元素，跨越时代的年代质
感，刘家成加何冰的主创
阵容，让人们自然地联想

到2018年北京卫视收视口
碑双丰收的匠心佳作《情
满四合院》。当“匠心”与

“酱心”相遇，此次《芝麻胡
同》碰撞出的火花也是“有
滋有味”。导演刘家成曾评
价，“京味儿”文化在严振
声身上的定位是更准确
的。这样一个有家庭有事
业的人，真正遇到事儿时
会更加隐忍，或者说“惜
命”，不是那种一点就着的

“爆发型”人设，何冰解释
道，“当一个男人有产业、
有家庭、有老人孩子、有老
婆丫鬟，拥有这么多的时
候，就相当于在生活这儿

有抵押品，不敢直腰说实
在的。”

保有着对表演的敬畏

“有何冰，无烂戏”、
“只要有何冰就不担心品
质”、“何冰的剧基本都追，
质量有保障”……《芝麻胡
同》开播之前，先导片花、
人物海报的相继曝光，广
大网友一见到演员阵容便
纷纷留言，不少观众直接
表示出简单有力的追剧原
因：出于对“何冰”这个名
字的信任。何冰本人在听
到类似评价时显得诚惶诚
恐，“过奖，过奖，您可千万
别这么说。”

不见人们对老北京人
洒脱自信的既有印象，也
感受不到傻柱的浑不吝的
个性，在何冰身上似乎总
是更能看见严振声的影
子，踏实稳当、兢兢业业。

何冰自我总结，“我既
没有傻柱的勇气，也没有严
振声的担当，那都是角色赋
予我的可能性，我在生活当
中胆小如鼠。”当人们把“何
冰”和“戏骨”习惯性地画等
号时，何冰却总是保有着对
表演的敬畏，“演员这行，有
时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每一次演员表现的结果并
没办法清晰地做判断，有时
处心积虑想干成一件事时
效果反而不会太好，演戏是
没有一个标准的。”

人过中年，几乎将自
己半辈子献给北京人艺的
何冰，去年此时正在为自
己执导的话剧《陌生人》奔
波忙碌，无需过多宣传便
已座无虚席，观众用真诚
的票房回馈舞台上赤子之
心的何冰。回忆起自己的
话剧之路，何冰谦逊的姿
态甚至可以用“谨小慎微”
来形容。 （杨文杰）

这是《倚天屠龙记》继
1978年TVB郑少秋、赵雅
芝主演的版本之后，第8次
被翻拍成电视剧。致敬金
庸武侠经典势必引发“回
忆杀”，而更浓的青春感、
更激烈的武打场面、更精
致的美术制景，将为新一
代金庸迷带来更新鲜的观
剧体验。

新版“张无忌”由新人
演员曾舜晞出演，这个20
岁出头的小鲜肉，在不少
热播剧和综艺里都有出色
表现。两位重要女性角色
赵敏和周芷若分别由曾出
演《锦绣未央》中九公主拓
跋迪的陈钰琪和曾在《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中出演
玄女的祝绪丹饰演，都是
新生代人气演员。

值得一提的是，新版
“灭绝师太”的扮演者周海
媚，曾是1994版《倚天屠龙
记》中周芷若的扮演者，时
隔25年，周芷若依然待
在“峨眉派”，从徒弟
变成了师父。扮演大
反派混元霹雳手成
昆的樊少皇，扮演金
毛狮王谢逊的演员
黑子(张永刚)，他们
都 是 金 庸 剧 的

“常客”。
（据《南方都

市》报）

由正午阳光影业出品，
由简川訸执导，侯鸿亮任制
片人，姚晨、倪大红、郭京
飞、杨祐宁、李念、陈瑾等主
演的当代都市剧《都挺好》，
将于3月1日起在浙江卫视
全国首播。

《都挺好》是姚晨时隔4
年后回归荧屏之作，也是正
午阳光继《欢乐颂》《大江大
河》后第三次将阿耐小说
搬上荧屏。正午阳光团队
近年爆款频出，《欢乐颂》
聚焦5位都市女性的职场
和情感故事，收视、点击、
话题都成绩不俗。《都挺
好》与《欢乐颂》有着截然
不同的质感，它关注原生
家庭对一个人性格和命运
的影响，展现原生家庭的
情感痛点。

【链接】

倪大红：头一回饰演有

争议的父亲

倪大红在剧中饰演父
亲，他塑造过很多经典的影
视形象，正在热播的《正阳
门下的小女人》里，他饰演
踏实本分、和蔼可亲的父亲
蔡全无，少说话多做事，是
妻子的坚决拥护者，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这样的好男
人、好父亲形象，很多网友
都想“再来一个”。

然而，在《都挺好》中，
他的角色走向了反面。倪大

红饰演的父亲苏大强是个
“硬茬”，奇葩事一箩筐：只
为自己考虑，有一点不痛快
就找子女发泄；重男轻女；
娶了家里的小保姆，被保姆
骗走全部家当后他差点跳
楼……

作为剧中所有矛盾的
核心，倪大红表示，他是第
一次接这样的角色，“苏大
强这个人物压抑，在强势妻
子的阴影下，他一直没有任
何话语权，对家庭没有任何
帮助。对于家庭矛盾，他是
一味逃避。到后期，他又变
得内心膨胀，以为自己忽然
掌握了家里的话语权，结果
闹出很多事。这个角色挺难
演，我是头一回饰演这样有

争议的父亲。”

【链接】

姚晨颠覆大家对传统

女性的认知

苏明玉自小受母亲苛
待，性格倔强生硬，被家人
误解为冷面冷心，她拼命工
作，成为他人眼里“工作能
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的
成功女性。功成名就后，她
发现自己逃不掉这个家、摆
脱不了母亲的影子。

时隔4年回归荧屏，姚
晨希望带给观众一个颠覆
性的角色，在剧中她是二哥
口中的“妖精”，但姚晨认
为：“苏明玉妖而不作。这个
角色的设置很有实验性，她
可能会冒犯到一些观众，颠
覆他们对传统女性的认知。
我的一个朋友把《都挺好》
片花连看了四遍，她是学
霸，一直努力学习、努力证
明自己，但她说苏大强就是
她的父亲、她自己就是苏明
玉，不论怎么努力，也无法
摆脱家庭关系……我没办
法安慰她。”

姚晨坦言，拍这部剧最
深刻的感受是，原生家庭对
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影响
可以如此之深。“这部剧能
够触动一些人，希望他们能
够找到与家庭共处的答
案。”

（据《南方都市报》）

何冰（中）在《芝麻

胡同》中饰演严振声

姚晨倪大红主演 《都挺好》3月1日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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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屠龙记》第8次被翻拍成电视剧

新版张无忌和赵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