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豹坚强岁月》翻拍《雪豹》
张若昀自认是最好的周卫国

□记者 杨新会

热播剧《雪豹》的翻拍版《雪豹坚
强岁月》9月3日晚将登陆安徽卫视全
国首播。巧合的是，演员张若昀，在旧
版《雪豹》中出演男主角周卫国的弟
弟刘志国，而在《雪豹坚强岁月》中，
他又出演了男主角周卫国。新旧版

《雪豹》之间时隔4年，如此频繁的翻
拍，两个重要的角色，由此张若昀被
传因为父亲导演张健的缘故顺利挤
走了文章，成为新版《雪豹》的不二男
主。

4年前，由网络小说《特战先驱》
改编的电视剧《雪豹》曾让主演文章
成为了抗日英雄火遍荧屏，更是获得
了《亮剑》之后最好抗日剧的口碑。

《雪豹坚强岁月》作为翻拍版，导演张
健起用原班团队，但男主角“周卫国”
却锁定了自己的儿子张若昀出演。一
时间，关于男主角张若昀“拼爹上位”
的传闻甚嚣尘上。当被问到这样的安
排会对他们的父子关系有什么影响
时，张若昀表示说没有压力肯定是假
的，“有时候会有困扰，但后来想通了
觉得这些报道都是所谓的标题党。我
自己心里很坦荡，也能看得开，因为
我自己一路走来，很多的机会也是凭
自己的努力竞争而来。”

同样的角色不同的演员来扮演，
最让观众关注的就是相互的对比。

“人物的气质不同，旧版《雪豹》比较
突出周卫国的热血与匪气，而我演的
则比较具有书卷气，突出他作为复旦
大学学生的精英气质。更重要的是新
版的主演偏年轻化，我们想用一种年

轻人的热诚和勇气来感动
观众。”张若昀说自己从
来都没有想要去和文
章比，因为从旧版《雪
豹》中他就喊文章“大
哥”，两人都幽默地称彼
此是异父异母的兄弟。

“没有想去挑战文章版
的周卫国，而是对于角色
的三个身份——— 富家子
弟、留洋归来的军校高
材生、土匪、八路
军——— 有自
己 的 理 解
与 把 握 。
一 万 个
人 眼 中
就 有 一
万 个 周
卫国，既
然 我 演
了，我就
认为我演
的版本是最
好的周卫国。”

□记者 杨新会

2014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也是中
美建交及邓小平访美35周年，为了纪
念这三大重要历史事件，大型历史悬
疑电影《旋风九日》于今年5月开机拍
摄，日前在京关机，该片首度以全新
视角揭秘1979年邓小平访美9日全
程，也是第一次将他险遇刺杀这一惊
险情节搬上大银幕。

据悉，电影《旋风九日》用真实详
尽的文献资料、亲历者的口述以及远

赴美国的数次拍摄，再现邓小平访美
九天的外交风云，其中大部分历史细
节鲜为人知而又真实生动，1979年涉
及邓小平访美有关的政治人物，例
如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前安全事
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等均会在影片中出镜受访，
包括赵忠祥等当年跟随邓小平的
记者、警卫、专机机长等也将回顾
这次轰动全球的访美事件。导演傅
红星告诉记者，为了再现当年这段
真实历史，并将其展现给更多的电影
观众，全片将用邓小平一行在9天中

经历的重重险阻为线索展开叙事，
“有天气原因，有反对派，甚至还有潜
在的暗杀……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
能够挺身而出，在当时风云诡谲的世
界政治格局下远渡重洋，为中国争
取到历史性的合作与发展机会，邓
小平是当之无愧的伟人，是超级英
雄！”同时，傅红星还强调影片绝不
会刻意回避那九天中的任何敏感
事件：“1979年邓公访美的九天之
所以是一个转折点，不仅因为是奠
基中美关系的九天，更是改写世界格
局的九天。”

□记者 杨新会

9月2日，优酷全网独播美剧
《胡迪尼》正式拉开2014年美剧秋
季档回归大幕。该片讲述史上最伟
大魔术师、遁术师哈里·胡迪尼20
世纪早期以能从各种镣铐和容器
中脱身而成名，却利用魔术演出为
掩护担任间谍的传奇故事。广大魔
术迷们绝对不可错过。

本剧的男主是奥斯卡影帝艾
德里安·布洛迪，他凭借罗曼·波
兰斯基执导的《钢琴家》俘获大量
中国粉丝。《胡迪尼》取材于真实
历史故事，讲述的是美国魔术师、
遁术师胡迪尼，20世纪早期以能
从各种镣铐和容器中脱身而成名
的传奇故事，克里斯汀·康诺利扮
演霍迪尼的妻子Bess。剧集情节
紧凑，兼顾人物传记纪实性及娱

乐性。而在剧中布洛迪不仅完美
地将胡迪尼的精彩魔术再现，还
有不少情爱戏，更是毫不吝啬地
在片中大展健壮好身材，女观众
们有眼福啦！

哈里·胡迪尼于1874年出生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市的一个犹太
人家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
师。1913年，他表演了最为著名的
舞台幻术——— 水牢脱逃术。当时他
手脚被捆绑，倒悬在一口由透明玻
璃和钢铁打造的中国式水牢中，里
面注满了水。3分钟过后，胡迪尼
在众目睽睽之下成功逃出水牢。从
此，他无可争议地赢得了“脱逃大
师”的称号。此外，胡迪尼还有一项
非常成功的绝技是穿针绝技。他一
连吞下十几根钢针和一根线绳，再
吐出来时，所有的钢针已经整齐地
穿在了那根线绳上。

□记者 杨新会

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将于
9月3日22:15迎来第六期。本期节
目将聚焦位于上海繁华路段镇宁
路的一套老公房，1998年版的《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文翻译者王志
冲和妻子两人在这里共同居住了
20年，从事翻译和写作虽然让王
志冲的思想可以自由翱翔，然而由
于身体上的残疾，他不得不被禁锢
在45平方米的空间内。如何合理
地设置基础设施，为两位老人打造

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让身体和
思想一样不再受到禁锢，成了本期
节目给设计师带来的最大考验。

此外，由于王志冲老人特殊的
疾病，普通的家具和生活设施无法
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家里的浴
缸对于老人来说已经成为了摆设，
王志冲已经有20多年没有真正地
洗过澡了。老人上厕所、走路以及
睡觉的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设计师必须在合理改善空间的同
时，针对疾病解决老人的日常生活
问题。

□记者 杨新会

为贯彻落实“厉行勤俭节约、反
对铺张浪费”的中央精神，推动“节俭
养德全民节约行动”的深入开展，山
东电视齐鲁频道推出的国内首档挑

战节约技能、推介“节约术”的季播真
人秀《节俭中国人》日前开机拍摄。

据悉，《节俭中国人》将于9月
12日起每周五在山东电视齐鲁频
道播出，由名嘴“小么哥”担纲主
持，共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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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电视台当日播
出为准。记者 杨新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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