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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范冰冰真的是小孩
自“我們體”席卷神州大地以來，只要李晨范冰冰這對娛樂
圈情侶一出現，幾乎占領各大娛樂頭條。但戀情公布初期的李
晨，面對公衆提及戀情總是顧慮諸多，而近日在
“跑男”發布會現
場接受記者採訪時，李晨表現出了久違的暢所欲言。從與范冰冰
相識相知到相戀一一道來，讓交鋒多次的媒體們都十分驚訝。

有好消息不會藏著掖著
“我現在很幸福，我也覺得自己找對人了，而且我們的生活理念都有很大
共識，包括家裏人都非常的好，應該是我的一個幸運。”此番言論很難讓記者
相信，這是出自前不久還十分扭捏的李晨，
“我老是想躲開宣傳期，不想讓別
人覺得我在拿這個說事兒，就算躲開宣傳期都是解決不了的。你是睜眼閉眼
什麽場合跟誰說都會被人說炒作，我們只能盡可能避免這個出現在版面上，
這就是個矛盾的事兒，因爲知道大家也關心這個事，我們又不想讓這個變成
新聞。”
但看著兄弟團裏的成員們一個個幸福甜蜜，李晨也慢慢放平了心態。
對于日前傳出
“好事將近”的新聞，李晨苦笑著表示，
“我是北京人，北京
人說話有個口頭禅就是
‘ 過兩天’
，其實並不是指一個具體的日子。”那麽大婚
之日是哪天呢？李晨回答：
“我有好消息一定會跟大家說的，不會藏著掖著。”

她真的就是一個小孩
李晨和范冰冰自從 5 月公布戀情以來,各種
隨 後, 知 名 博 主
秀恩愛已叫網友們習以為常。國慶期間又有網友 “關愛八卦成長協會”
曬出一組兩人同遊日本京都、奈良的照片,全程
曬出某網友的朋友圈
甜蜜牽手。不過,隨即有人在微博上爆料稱撿到
截圖,該網友稱在離
了兩人丟失的護照,其中還夾著一張酒店單據,暴
日本烏丸車站不遠的
露了行蹤。網友紛紛表示:果然戀愛讓人智商降
地方撿到了李晨、范
低,秀恩愛也得長點心哪!不過范冰冰工作室已經
冰冰的護照,並寫道:
在微博否認范冰冰李晨等人證件遺失,並稱懷疑 “與其說我撞到了李
隱私遭酒店服務員泄露,已報警追責。
晨和范冰冰,不如說
在網友拍到的同遊京都、奈良的照片中, 李
是他們回過頭來找
晨穿著印有大狗圖案的白色 T 恤,范冰冰一身紅
我,因為我撿到了這個,在四條烏丸。”還在朋友圈
色連衣裙配黑色禮帽,在人群中十分惹眼。熒幕
中曬出了范冰冰的護照,證件照上的範爺雖是素
前霸氣的範爺,有李晨在身邊即變得小鳥依人,
顏,卻皮膚光潔、雙眼有神,依然不失女神範兒。
“大黑牛”也一路緊緊護著女友,貼心靠譜。雖然
不過昨天中午,范冰冰工作室在微博否認該說
黃金周期間京都、奈良全是中國遊客,但兩人也
法,並稱懷疑隱私遭酒店服務員泄露,已報警追責,
毫不避諱,大方秀恩愛,羨煞旁人。
“冰冰因工作前往京都,李晨陪同,兩人護照並未丟
事實上,10月3日,范冰冰就在微博上曬出一張
失,而是連同酒店入住信息單一起放在經紀人房間
疑似坐在飛機上的照片,表示
“天氣晴朗,心情棒”
,
裏的書桌上。遂懷疑護照照片以及酒店入住信息單
細心的網友卻從她反光的墨鏡中看到了李晨,調侃
的照片系在酒店房間拍攝,調取監控後發現昨日一
其
“暴露了”
。果然,隨後就有人拍到了兩人一同出
共四名服務員進房打掃,三名日籍一名中國籍,目前
現在日本機場的照片。
警方已介入此事,並著手進一步調查。”

從《硬漢》系列算起，這一次的《解救吾先生》已經是
劉燁第四次與丁晟導演合作了。對于此次在片中出演刑
警的劉燁而言，警察這一角色更是一點不陌生，早在多
年前的電視劇《一針見血》中劉燁就首演刑警隊副隊長，
在 2011 年的劉偉強執導的電影《不再讓你孤單》(影評)
中，劉燁再次擔下了公安的角色。
雖然多次出演警察，但這一次劉燁還特意跟隨導演
一起去到北京刑偵隊待了一個多月，感受刑警的日常工
作，特意跟他們學習了一番審訊技巧。所以在影片中我
們也能看到在整個審訊華子的過程中，劉燁的表現也是
相當突出。在採訪中，他對自己此次飾演的刑警角色做
出了這樣的評價：
“因為影片採用的紀實拍攝手法，所以
這一次演的“邢峰”更加真實。”也難怪，在影片結尾劉燁
甚至在電話這頭叫出了兒子
“諾一”的名字。
近期爆紅的諾一以這樣的形式客串了一把，絕對算
得上影片最大了“彩蛋”了。劉燁在接受採訪過程中，也
特別回應了這一橋段設計的用意。劉燁 表示它本身就
是一個“巧合”
，
“當時拍這個戲的時候，自己還沒想到要
帶孩子上節目（《爸爸去哪兒 3》）呢。”對于叫“諾一”的安
排，完全是“因為一個刑警總不能叫什麽‘寶寶’之類的
吧，不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加上導演丁晟跟我們一家都
很熟，就說‘幹脆就叫諾一得了’
。”所以，影片中的最亮
“彩蛋”只是先諾一走紅一步的巧合而已。

盡量還原真實刑警 不適合演
變態反派
記者：警察這個角色對你而言
其實並不陌生，這次演邢峰這個警
察角色，有沒有新的一些改變，加入
一些新的認識？
劉燁：講實話，咱們平時生活當
中或多或少會跟警察接觸過，見過
警察，就真正的警察，不是說影視劇
裏的警察。真的警察特別有警察的
氣質，尤其刑警，片警和交通警還不
一樣。經常拍戲嘛，跟刑警聊天，有
時候他們看人的角度，就一直有個
進攻的那個姿態，然後就自己特別
想演成那樣。尤其我們這回在拍之
前，跟了北京市刑警隊的
“命案組”
，
“綁架組”
，跟他們聊，平時他們講話
的時候，你都感覺不出他們是警察
來，你就感覺這人挺厲害的。
然後這回因爲我們也是以紀實
風格來做的，最後演就特別想演成
那個真實的刑警，盡量還原他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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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跟我說，說劉烨，反正這回我
演的刑警嘛，說就別演，也不希望
看到平時咱們電視劇裏面看到的
傳統的一面。經常都是“ 哎，那好，
咱們這個案子…”
，反正在這個電
影裏面我是試著盡量還原了，盡量
還原當時。因爲我們的台詞也都是
當時審訊過程中真正的台詞，他們
給了我們，給了丁晟特別多的審訊
的資料。包括當時被抓的那個華子
怎麽說的話，抓他的警察怎麽問的
他，我們都是盡量按著那個台詞，模
仿他們的那個語氣呀來的，想盡量
還原一個真正的警察。
記者：其實你算上這一部《解救
吾先生》
，已經是跟丁晟導演的第四
次合作了。
劉燁：四次，他一共導了五部。
記 者：對，之 前 在《警 察 故 事
2013》裏演的是一個反派角色。這
次有沒有對華子的這個反派角色感
興趣，有沒有想過演這個角色？
劉燁：我開始跟丁晟也聊了，說

李晨與范冰冰這對看上去
“女強男弱”的搭配，在李晨眼裏卻全然不是如
此，
“她其實真的是個孩子，好多時候她在外面給人感覺很強，其實是一種氣
場和角色給人的印象。但其實不是，我以前接受採訪時就開玩笑說她就是假
裝大人出去賺錢，其實回家後都是小孩。”
即便如此，
“在任何場合都是比較驚豔的出場”的范冰冰，還是很早給李
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們以前都在一個公司，在工作領域經常碰到，但並
沒有很熟悉。我們可能有十年都錯過了合作，如果前面都合作了，
《武媚娘傳
奇》其實應該是我們第三次合作。”衆所周知，李晨與范冰冰就是因爲《武媚娘
傳奇》因戲生情。

同台的場合她都不記得
雖然十年擦肩而過，但過去的日子裏李晨也不乏和范冰冰同台的日子，
但這些通通被
“大條”的範爺
“忽略”
，
“我說她每次出去範兒都特別正，神採奕
奕的感覺，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我說你記得嗎在什麽地方什麽事兒，
她說，啊！你在嗎？我說我當然在啊，我跟你在台上同時領獎，我翻出照片，我
們倆中間就隔了個馮紹峰。”
“找到對的人”的感覺就是受了再多委屈，也已然不覺得苦，面對被范冰
冰的
“遺忘”
，李晨
“一點壓力也沒有”
，反而滿眼都是范冰冰不拘小節的可愛
和小女生。並且
“隨著你慢慢長大，你找到了一個和你很像的人。”而李晨眼裏
的范冰冰正是這個和自己相像的人，
“我在網上看到一句話說得特別好：你找
到了一個和你很像的人是最好的事情，因爲你怎麽會討厭你自己呢？”

劉燁

希望觀衆快點
忘掉兒子諾一

要不我來演這個吧？他說這個還不
說不太合適華子這個角色。
行。因爲《警察故事》裏面那個反派，
希望觀衆忘掉兒子諾一
其實你感覺他的壞其實還是有原因
記者：影片一開始就一直給你
的，而且最後那些人質他其實一個
鋪墊了一個沒有出現的兒子，是為
都沒殺，他還是達到目的就可以了
的那種。但是這個裏面這個反派是， 了埋最後個諾一的那個包袱嗎？
先幹過很多事兒，先把人殺了，再要
劉燁：這部分戲我們是去年拍
贖金，是一個真正的十惡不赦的惡
的，當時我還沒決定參加這個節目
魔。而且因爲我跟丁晟特別熟，包括 （《爸爸去哪兒 3》）
。因爲我跟老丁
拍《硬漢》
，
《硬漢 1》
、
《硬漢 2》
，他覺 （丁晟）一直合作嘛，他也老去我們
得我身上可能沒有那種，就是那種
家，我們也老去他家，所以他跟我們
從眼睛裏面出來的，一看就可以直
家特熟。後來說這兒子，就說誰誰，
接殺人的那種東西，他就覺得還是
你要叫寶寶吧，有點太那個了，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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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警察很那什麽的形象，還是就
直接叫名字，叫什麽呢？老丁就說直
接叫諾一吧咱。我說行，那就叫諾一
呗。拍完之後就留下來了，後來我們
配音的時候，他就說把諾一那個留
下來了，就因爲節目現在正在播嘛，
還挺受關注的。我說行，就當一個好
玩的事兒呗，就那樣。
記者：現在網友對諾一的這種
關注，會不會對他造成什麽影響？
劉燁：有影響。現在不管怎麽
著，還是有一批人，不管喜不喜歡
他，還都認識他，他長的樣子也特
殊，混血，一看就感覺跟咱們中國人
還是不太一樣。之前我媳婦兒特別
喜歡帶他們去逛胡同，去商場買東
西，去冰激淩店吃個冰激淩什麽的。
現在太多人認識他了，都會拍照，要
跟他合影什麽的，他不明白怎麽回
事，他自己不太懂。因爲像我做演員
這行，知道出了名了，受了關注，需
要給別人看。他不太懂，怎麽突然跟
爸爸去做了幾次節目之後，每次出
門就變成這樣了？
我們除了做節目之外，還給他
們做了一個發布會，就是上一期結
束，他們請了媒體來。我們就再沒
讓諾一去任何一個場合。就除了那
個發布會，因爲必須參加。節目一
完就說《爸爸去哪兒》這個發布會
必須參加，那就參加，除此之外，除
了錄節目，每次錄完，沒讓他再出
現過一次。然後現在也不給他看節
目了，就不讓他有這個概念。
記者：那你怎麽跟他解釋，比如
說遇到別人拍他，他會為生疑問嗎，
你們會怎麽引導他？
劉燁：他知道是因爲《爸爸去哪
兒》這個節目，所以現在不給他看
了。然後反正我還比較踏實一點，我
媳婦兒心裏有點緊張，就說現在這
樣會影響太大了。我說因爲真人秀
節目嘛，都是這樣，你發現其實你播
的時候，包括播完的三五個月，他就
是嗡嗡嗡就這樣，等三五個月之後，
很快各種又會有新上的真人秀，觀
衆的忘性很大的，很快就把他忘了。
就希望快點把他忘了就完了。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有機
會重新選擇，還會選擇帶他上《爸爸
去哪兒》嗎？
劉燁：我還會選，因爲我覺得得
到的比這個所謂失去的要多。現在
還有一期就錄完了嘛，就真的覺得
是每次強制性的兩天半時間。從一
開始其實我倆都沒什麽話，到後來
我倆特別高興在一起交流什麽的，
我覺得我還是會選上這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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