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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
部和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二届
中国网络文学周11-13日在杭州举行。在
开幕式上，中国作家协会发布了《2018 中
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显示，到2018
年，我国网络文学注册作者总数已经达到
1400多万，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都建立了
网络文学组织。

而从内容看，2018 年，网络文学现实
题材创作受到普遍重视。现实题材作品
大幅度增长，不少知名网络作家纷纷转向
现实题材创作。而在其他两大类网文作
品中，幻想类作品的价值观、世界观积极
变化，其作者开始重视逻辑性和专业性；
以现实主义态度正面描写的历史作品，在
同类作品中数量增长、质量提升。

“用现实主义态度描写历史作品，虽
然辛苦但更快乐。”《芈月传》作者蒋胜男
近期的创作方向是宋、辽、夏历史，新作

《燕云台》以辽朝萧太后为主人公。她认
为，创作历史题材，考证是前提，考证虽然
艰苦，但是能让作者获得大量新知，也更
能体会古人的心境。

在中国作协的“2018中国网络小说排
行榜”上，现实题材作品占据了最多席位。
网络作家何常在的作品《浩荡》名列“未完
结作品排行榜”，它从香港回归之年几个大
学生到深圳创业讲起，何常在说：“我由衷
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机遇，也更加感
恩这个时代，更加认真书写这一时代。”网
络作家郭羽和刘波的《网络英雄传II：引力
场》名列“已完成作品排行榜”，郭羽表示，
里面的内容90%是亲身经历。

本报综合消息

前日，由陈可辛执导的电影《中国女
排》正式宣布女主角人选，巩俐将饰演中
国女排的“旗帜式人物”郎平。影片时间
跨度长达 40 年，将以几代中国女排的真
实故事为主体，表现她们顽强拼搏、为国
争光的精神。另有消息称，关晓彤或将在
片中饰演中国女排第 15 任队长惠若琪，
不少现役女排球员也将在片中本色出
演。对于巩俐出演郎平，网友们纷纷表示
期待，而对于关晓彤演惠若琪，不少人则
为她略显稚嫩的演技捏把汗。据悉，该片
初步定档2020年大年初一上映。

网友普遍认为巩俐和郎平的气场十
分合拍，两人在各自领域的地位也相当。
郎平在运动员时期就是“世界三大扣球
手”之一，曾随队获得1984年洛杉矶奥运
会女排冠军；担任教练后，郎平也是世界
级教练，曾带领中国女排获得 1996 年亚
特兰大奥运会银牌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
会金牌。而巩俐也是具备国际知名度的
中国演员，从1987年的《红高粱》开始，她
就一直是站在华语影坛“C”位的女演员。

此前，巩俐已经许久没有作品面世，
上一部公映的电影还是3年前的《西游记
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最近一年，巩俐
的工作多了起来，最近刚拍完娄烨执导的
新片《兰心大剧院》，她在片中饰演上世纪
四十年代的著名女星于堇，角色真实的使
命是为盟军收集战时情报。网友纷纷对
巩俐的“出山”表示开心。 本报综合消息

移动电影院迎来上线一周年庆典，活动
上，“移动电影院 V2.0”产品在北京正式发
布。移动电影院CEO高群耀博士表示，“移
动电影院 V1.0 实现了观众‘随时随地看电
影’的愿望，而移动电影院 V2.0 则实现了观
众‘随心所愿看电影’的心愿。移动电影院
V2.0 的问世，将极大地促进观影社交化，并
掀起观影互动的新浪潮。”

据统计，截止到 2019 年 4 月，全国 2876
个县级行政区中，151 个无实体电影院，880
个仅有一家实体电影院，全国超过七成的人
未进入实体电影院观看电影，这是一个让人
有点吃惊的数字。高群耀说，移动电影院就
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及
应用而产生的。

经过了短短一年的发展，移动电影院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高群耀说，每一部获得《电
影公映许可证》的电影，都有机会在移动电
影院上放映，“其中移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
中，四成实现了与实体电影院的同期放映，
而首日排片率低于百分之一的电影中，有四
分之一已经实现了在移动电影院上映。移
动电影院实现了千人千影千幕，帮每部电影
找到了自己的观众。上线一周年，共有 200
万观众在移动电影院观看电影，票房达到了
5000万。”高群耀激动地说。

新发布的移动电影院V2.0已经与大朋、

创维、小宅、Pico四大VR一体机厂商全面合
作，为观众打造崭新的观影享受。记者现场
体验，观众只要通过 VR 一体机绑定移动电
影院账号，就能实现移动巨幕体验；而通过
智能手机配合 VR 眼镜就能实现移动 3D 效
果。无论是出行在外，还是宅家躺看，随时
都能移动观影。

除了视觉体验的升级，移动电影院V2.0
全新推出“约亲友”、“约影迷”、“专场”和“首
映礼”四大新场景。每位电影观众都可以根
据自己的社交喜好，自由选择二人、百人和
千人模式，进行观影社交的深度体验。

演员颜丹晨主演的《梦境之源》、《李保
国》均登陆过移动电影院。她的新作《又是
一年三月三》也正在移动电影院放映。出席
当天发布会的颜丹晨在体验了一把 VR（虚
拟现实）一体机的移动巨幕效果后赞不绝
口，“非常新奇，而且看 3D 影片的效果真的
很棒。”

当天，包括《阿修罗》、《Hello北京》、《薄
荷》、《难以置信》、《阿婆的槟榔》共5部影片
在移动电影院上举办各自的“首映礼”，各主
创团队与全国的影迷同步互动。《阿修罗》制
片人杨真鉴对移动电影院这一创新“首映
礼”模式表示高度认可，“移动电影院最大的
优点是解放了观众的观影力，让观众能随心
所欲看电影。” 本报综合消息

《我只喜欢你》：
赵乔一的青春与大胆
正在播出的《我只喜欢你》中，吴

倩又化身软萌妹子赵乔一，从高中生
时代一直演到婚后生活。赵乔一是个

“学渣”，与“学霸”言默偶然间成为同
桌，彼此慢慢产生好感。由于家庭变
故，赵乔一与言默失去了联系。直到
四年后重逢，赵乔一鼓起勇气努力追
求言默，最终收获幸福。

剧中的吴倩再次以“伪素颜妆”出
镜，但跟杨真真略有不同。眉毛仍然
很淡，但颜色是灰黑色的，眉峰也更明
显，与角色更果断大胆的性格相呼应，
也得到不少网友的喜爱。

《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杨真真的稚气与成熟
吴倩在《夜空中最闪亮的星》里饰

演的女主角杨真真，因为喜欢音乐而
进入星空娱乐公司工作。初入职场的
她，出场时穿一件简单的格纹衬衫配
浅色牛仔裤和小白鞋，青春气息扑面
而来，衬衫左右颜色不一样的设计更
增添了活泼感。妆容上，棕色的眉毛
前细后粗颇有时尚感，眼影也是哑光
色系，口红是很青春的西柚色，整个妆
容给人天然之感，符合角色刚刚步入
社会的设定。

杨真真初期担任偶像歌手郑柏旭
（黄子韬饰）的助理，两人一起经历大
起大落，最终郑柏旭迎来演艺生涯新
阶段，杨真真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经
纪人。随着杨真真职场技能的提升，
她的妆容也越来越精致，眉毛更清晰，
口红也调整成偏粉色调，整体妆容干
练简洁，凸显成熟气质。

《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司徒末的青涩与活力
要评选今年最甜的青春剧，《致我

们暖暖的小时光》必须榜上有名。剧
中，氧气少女司徒末（邢菲饰）和物理
天才顾未易意外合租房子后发生了一
段青涩又温暖的恋爱故事。司徒末是

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学的是会
计专业，但一心想从事广告行业。她
的打扮大多数时候都充满校园气息，
黄色卫衣配白色牛仔裤、条纹短袖衫
配背带裤、高领毛衣配阔腿裤等，颜值
不用多高都能轻松驾驭，让不少网友
在弹幕里刷起了“求同款”留言。

司徒末的妆容同样是元气满满的
少女妆，轻薄底妆几乎看不出涂了粉
底，眼妆不浓，配上卷卷的半丸子头，
整体保持干净又清爽的风格，少女活
力想藏都藏不住。当她走进职场，换
一身干练的职场服装搭配即可，与广
告公司的行业特性完美匹配。

《听雪楼》：
楼中人的悲情与坚强
不仅现代剧越来越偏向“小清

新”，连古装剧也刮起了一股“伪素颜
风”。根据沧月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
剧《听雪楼》最近开播，撇开备受吐槽
的剧情不谈，几位女性角色的妆容还
是得到了好评。女主角的扮演者是袁
冰妍，她在去年10月播出的《将夜》里
曾演过“书痴”莫山山。当时莫山山的
扮相就非常清新脱俗，与纯净通透的
角色性格相呼应，因此受欢迎程度一
度超过了女主角。这次在《听雪楼》
中，袁冰妍饰演听雪楼女楼主舒靖容，
经历了从“傻白甜”到“血魔之女”的蜕
变，前期的清淡妆容塑造出清秀、单纯
的角色形象，与后期的“黑化”形成了
鲜明对比。

此外，新婚时被山贼劫持后成功
逃脱的谢冰玉，刚出场时是红嫁衣造
型，烈焰红唇十分醒目，被听雪楼收留
后则换成粉衣素妆，口红也换成了裸色
调，扮相与她的身世经历相呼应，惹人
心疼。李若嘉扮演的紫陌同样身世可
怜，本是官宦之女的她因家道中落沦落
风尘，加入听雪楼后成为楼中四大护法
之一。她的服装色调朴素，妆容同样以
素雅为主，很好地衬托了角色柔弱中透
着刚强的性格特点。 本报综合消息

从从““校园小清新校园小清新””吴倩吴倩，，到到““古装小美女古装小美女””袁冰妍袁冰妍

如今女主角流行“伪素颜妆”

“移动电影院”另类“新院线”
巩俐确定扮演郎平

《中国女排》定角

我国网络文学作者已逾1400万

除了以上提到的最近
这几部剧，近年的影视圈明
星无论在生活中还是作品
中，都倾向小清新的自然妆
容。其中尤以吴倩等新一
辈小花为代表，此外还有李
婷婷、张子枫等，也被称为

“素颜美女”。
李婷婷
今年年初小有热度的

青春剧《独家记忆》中，女主
角李婷婷的演绎令人印象
深刻。剧中的她几乎素颜
出镜，虽然因为在泰国拍戏
而晒黑了不少，但化妆师并
没有用厚重的粉底进行遮
盖，自然的妆容与放松的表
演结合在一起，令角色散发
出天然的吸引力。李婷婷
还曾在《谈判官》里饰演女
主角的妹妹童恬恬，角色跟
名字一样充满少女感。生
活中的李婷婷也是一位元
气满满又有些许倔强的女
子，就像“隔壁家的姑娘”一
样。

张子枫
新晋小花里，张子枫是

名副其实的演技派担当，在
《唐山大地震》《唐人街探
案》《快把我哥带走》等电影
里都有精彩表现。最近，她
在慢综艺《向往的生活》第
三季里担任常驻嘉宾，不少
人惊讶地发现：“瘦下来的
张子枫颜值好高！”有着满
脸的胶原蛋白和古灵精怪
的眼神，18岁的张子枫无论
是在作品里还是生活中，几
乎都没什么妆感，即便是参
加时尚活动，也多以清新个
性的淡妆出席。

以前许多女孩子喜欢追韩剧偷学女主角的穿搭，如今，很多国产剧也成了美妆“种草机”，“求某某口红色号”“某某仿妆教学”等话
题时常伴随剧集的热播而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近日，《夜空中最闪亮的星》和《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先后收官，吴倩和邢菲分别在
两部剧中饰演女主角，除了各自“抱得男神归”，她们的“伪素颜妆”也成了大家争相模仿的潮流妆容。

先来个小科普，“伪素颜妆”的要点包括：底妆轻薄不假脸，自然眉形不刻意修剪，只画内眼线不作延长，浅色眼影打底提神，再辅
以少量腮红修容即可。近年来，“伪素颜妆”凭借清新的质感越来越受到明星们的青睐，最近几部影视作品里都有体现。

“素颜美女”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