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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一部《甄嬛傳》讓孫儷以娘娘的形象深入人心，而由孫儷主演的年度古裝
大戲《羋月傳》即將開播，讓觀衆對孫儷的新形象充滿了期待。日前，孫儷參加了《羋
月傳》的發布會活動，在接受采訪時，她分享了很多《羋月傳》的拍攝花絮，以及在生
活中和老公鄧超過日子、和孩子們相處的趣事。
從 娘娘 演到 太後 ，孫儷在戲中氣場十分強大，但她稱生活中的自己絕對跟
甄嬛、羋月是兩碼事： 我在現實生活中氣場弱爆了！ 從《甄嬛傳》到《羋月傳》
，她
表 示 自 己 這 五 年 真 的 很 精 彩，但 說 是 人 生 贏 家 還 為 時 過 早，因 為 人 生 才 30
歲剛出
頭，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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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羋月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女政治家，演完這個角色還
想演別的女政治家嗎？
孫儷：雖然演了娘娘，這次又演了太後，但現在我郵箱裏的
劇本還都是當代的一些小人物，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可能在
很多導演心裏還是覺得我可以演一些不一樣的角色吧，比如說
“鄧導演”就讓我演了一個二傻子。我就問鄧導演你怎麽覺得我
可以演一個這樣的人物，他說你已經被叫娘娘很多年，作爲一
個演員不能每天被叫娘娘，這樣不好，你需要不做娘娘已經很
久了，所以我很感謝鄧導演給我一個忽上忽下的機會。

孫儷 現實中我氣場弱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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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但以後又要做太後了。
孫儷：挺好啊，大家在電視機裏看到是太後，在大熒幕上看
到的是紮小刀。
記者：甄嬛是後宮裏的女人，羋月是一個政治家，覺得自己
在演羋月的時候，氣場上能駕馭這個角色嗎？
孫儷：我天天走到朝堂上，站在那裏告訴自己，我就是太
後，我說什麽就是什麽，你必須聽我的，我也必須有這個能耐說
服大家，就像大家看 26 分鍾片花裏面有一句
“朕有喜了”
，就那
場戲。因爲我懷的是義渠君的孩子，大家就會覺得孩子血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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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正，所以我在朝堂上演了一出戲，告訴大家這個孩子不是義
渠君的，是秦王如我的夢托夢給我，在夢裏和我生的孩子……
所以你說好笑不好笑。
記者：早年采訪是你說鄧超是你的老師，現在你自己成了
戲精，這個狀態有改變嗎？
孫儷：我不是戲精哈，我還有很多需要學習、進步的地方。
其實很奇怪，我們平時很少聊戲的，就是我們拍了《惡棍天使》
會聊一些，平時真的不聊。
記者：鄧超說你給他剪腳指甲、擠牙膏，這是真的嗎？
孫儷：我覺得他還真好意思說出來……也挺爲他捏把汗
……剪指甲是這樣的，我定期就會給妹妹、等等剪指甲，因爲他
們也願意給我剪，兩個小孩剪完後，他就自動把手伸過來，你說
這是剪還是不剪呢。然後……他還說了什麽？哦，擠牙膏，擠牙
膏是我們互相問好的一種方式，因爲我們經常工作時差不一
樣，比如我回來早了或他回來晚了，擠的牙膏他看到了，就代表
說道一聲晚安，或者早上誰出工早了，第二個人意思是早上好，
打個招呼。
記者：為《羋月傳》作前期准備，你還專門找了複旦的老師
來補曆史？
孫儷：也是一個捷徑，我拿到全部的劇本到開拍，只有四個
月的時間，時間挺緊的，導演一遍遍在改劇本，差不多兩三個星
期就一輪新劇本，我又要熟讀劇本，還要去了解戲，時間對我來
講很緊。所以我就找了個老師，自己提了很多問題，那個老師的
課程就是私人定制的。
禮儀方面我們有禮儀老師跟組，所以這個不是問題，他就
像一個副導演一樣，隨時隨地就在你身邊，告訴你怎麽去做，做
錯了他也會同時提醒你這樣。
記者：你是很好強的人？
孫儷：對，就是你說我不行，我一定要做到。我這個做到不
是站你面前告訴你說我行，我覺得語言都是特別無力的，我一
定用我的能力去告訴你我做得到。
記者：你這麽好強會不會讓超哥有壓力？
孫儷：應該高興才是啊。作爲導演，他的演員有這樣的上進
心。我反而很怕一個劇組的導演認爲你任何都好，你演什麽都
可以，我反而會六神無主。因爲我從拍第一部戲開始，導演就給
我提出各種進步的方向，我很喜歡這樣的工作方式，我會認爲
自己還有進步空間和方向。如果所有人一味地認爲你特別好，
所有人都捧你，那最後你就只能成爲皇帝的新裝了。
記者：花旦一茬一茬地出來，自己會有危機感嗎？
孫儷：不會，挺好的。今天我演不好小主了，下次我就演皇
後去了，下次還能演嬷嬷呢，哈哈。
記者：好像看你的采訪裏說羋月是一個比較有情欲的人？
孫儷：不是我說的，是史料上就有記載，其實我們這戲裏對
她是有淨化的。我到後來還有一個男寵……你們那麽驚訝算是
劇透嗎？那我就不說了……
記者：這五年從《甄嬛傳》到《羋月傳》
，在外界看來是孫儷藝
術創作上的一個高峰，自己是怎麽看待這五年的？
孫儷：我覺得真的很精彩，因爲有自己喜歡演的角色可以
去演，想做的事情去做，而且選擇余地會更大，同時有自己的生
活，有自己的孩子，所以生活真的很豐富多彩，挺圓滿的，自己
也挺高興的，每天都處于很 high 的狀態。
記者：別人說你是人生贏家。
孫儷：我覺得爲時過早，因爲人生 30 歲剛出頭，才剛開始。
記者：
《羋月傳》能火過《甄嬛傳》嗎？
孫儷：我不敢說，因爲能不能火那就是它的命。就像我生了
一個小孩，我也很用心去培養他，他能不能成龍成鳳，那都是他
的造化、他的命，我不能拔苗助長，那只能等他長大那一刻才見
分曉。

趙薇

人沒有錢就會
做很多違心事
1998 年，還在讀書的趙薇憑借《還珠格格》一炮而紅。今年 6 月 3 日，她成為在
好萊塢中國大劇院留下手足印的首位亞洲女演員。
17 年間，趙薇演劇、拍電影、做導演，她說自己只是比較幸運。
“我一直在堅持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堅持的過程可能會很痛苦，但堅持後
的結果是你想要的，就是一種快樂。”趙薇如是說。
演員趙薇
“作為演員，我是被電影選擇的”

評價它？
趙薇：我覺得是不壞的。如果不要這樣的
生活，我真的成爲不了今天的我。因爲這麽多
年，面對這麽多超過自己承受能力的壓力——
說你好，你就好得跟天上的什麽似的；說你爛，
爛得跟腳下的泥似的。我就在這種大熔爐裏面
沈浮，其實肩膀還蠻硬的。中國的女演員也挺
多的，可比我過得動蕩而複雜的沒幾個吧。我
覺得，我確實有自己非常獨特的命運線。
記者：但大家都覺得你的演藝之路非常順
暢。
趙薇：也不順利，你紅後，大家會要求你在
藝術上要擁有些成績，那會兒我就去拍藝術
片，但拍了以後一直沒什麽票房，然後藝術片
也在市場上萎縮，因爲票房不好，大家就說你。
然後我又回去拍商業片，票房成績還不錯。所
以之後開始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像自己
當導演拍電影。
記者：所以你在 2002 年至 2007 年這段期
間接演了大量文藝片，之後又重新回到商業片
的領域。
趙薇：那時就是不想當文藝青年了呗。其
實作爲演員，我是被電影選擇的，並不是我說
願意拍商業片或藝術片，而是別人有戲找到
你。但不管文藝片還是商業片，我都希望它是
個好看的電影。如果我看到一個很文藝的劇
本，看的過程中我都能睡著了，那我一定不會
去接的。

記者：你小時候的夢想是什麽？
趙薇：我從小就是一個愛做白日夢的人，
那時候寫作文爲了討好老師和父母，會寫醫
生、教師等職業。但其實我那時候的夢想是成
爲一個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
記者：最開始去做一名演員，你的初心是
什麽？
趙薇：1995 年左右，我考電影學院之前大
概拍了 4 部戲，都是女主角。雖然走上演藝這條
路，但並不知道如何能讓自己成爲心目中的自
己，那時就想換一個方式，決定去讀書，即使不
能成爲一名很紅的演員，至少要成爲一個有點
文化的人。
記者：有沒有想過自己會因為一部劇(《還
珠格格》)就爆火了？當時你是什麽樣的狀態？
趙薇：完全沒有想過。可能越是不怎麽在
意它，反而會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當然，不
在意不代表不認真。我演的時候沒有什麽感
覺，倒是後來結束的時候，有一些工作人員給
我打電話說：
“哎呀，剪輯師傅把你們的戲剪出
來了，都一直在笑呢，覺得是很好看的一部
戲。”我說：
“是嗎？噢，謝謝！”
記者：一出道就爆紅對你的初心產生過什
麽影響嗎？
趙薇：我還是該幹嘛就幹嘛，並沒有那麽
誇張。但是有一段時間不常出門，會被要求做
商人趙薇
訪問，還會有很多朋友追著我要簽名。最紅的
“錢重要，但還是希望能多創作”
時候應該是《還珠格格》剛播的那一年。那個年
記者：很多新聞說你現在投資領域很有成
代還是很簡單的，沒有網絡什麽的，然後好像
整個社會都向你鋪面而來，各種場合都需要你
就，都說你是演而優則商的典範。
趙薇：我其實完全不懂投資，都是家人在
去應酬，那時我都覺得自己像個小動物，把我
給嚇壞了。
做這些事情，而且對賺錢這事我有時候也挺懶
的。當然，錢很重要，沒有錢好多事都辦不了，
記者：這種生活現在回想一下，你會怎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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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沒錢的時
候，你不得不考
慮賺錢，會做很
多違心的事情。
我還是希望能
在自己喜歡的
領域比如演戲
或導戲方面去
多多創作。
記 者：不
過，你還是作為
明星進入了財
富 500 人 的 榜
單啊。
趙薇：進入
這個榜那個榜，
這些都是外界
給你的歸類，我
從小一路走過
來就有過很多，
但我時刻都知
道，我最感興趣
的就是演員，我就是一個演員，或者是個做過
導演的演員。我也不覺得我真的那麽多才多
藝，我覺得只是想把專業的東西做好，做得好
這些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記者：現在的你如何看待名利和財富？
趙薇：名利財富這種東西吧，當然，你不能
讓自己的生活過得非常艱難，但是你覺得 OK
了，也就不值得過度追求了，那也沒有意義，所
以我的心思更多的還是在創作上。
記者：你七年沒有演過電視劇，今年演了
一部《虎媽貓爸》
，你自己在生活中是女漢子類
型嗎？
趙薇：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女漢子，但是
我倒是時時提醒自己，不能因爲做的事情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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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越來越重，就抛棄女性魅力或者女性特
征，因爲那樣也挺可悲的，就是把一個女性生
生逼成了女漢子。
記者：如今事業成功，家庭幸福，你可謂是
人生贏家了。
趙薇：其實人生沒有所謂的贏家。我覺得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做得好不好，我都會
時時問我自己有沒有用心在做這件事情。所謂
贏家不過是別人給你的一個定論，你自己最清
楚自己在做什麽，和需要什麽。
記者：這麽多的身份轉變，你一直堅持的
東西是什麽？
趙薇：我比較幸運吧，就是我一直在堅持
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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