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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 TV 热门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即将迎来总决赛成团夜。前几期节目中，容
祖儿和陈小纭因“歌词分配”的问题产生争执，容祖儿更是被陈小纭当众“怼”哭，引发全网热
议。6 日，
接受生活报记者微信采访时，
事件中的两位女主角都首次对矛盾进行了公开回应。
生活报记者 吴海鸥 王雪莹

陈小纭：：以后会多听别人的声音

﹃怼﹄哭容祖儿遭全网差评

《乘风破浪的姐姐 2》中起争执 俩女主角首度回应
作为本季节目讨论度最高的姐姐之一，陈小纭因“争执事件”
拉低了不少路人缘。采访中，陈小纭承认自己“有时候莽撞讨人
厌”，并表示“以后会多听听别人的声音”。但对于业务能力，陈小
纭则自信满满：
“我觉得我能成团！”

跟网友“撕”因为爸妈被骂

感情 事业两手抓

“半夜看到的，情绪失控了”
原本因为跟容祖儿起
得没有必要去回应一些外
分歧，就遭到了不少网友
围的评论。作为一个艺
的攻击。没多久，陈小纭
人，在面对公众一些非议
还在网上公开怼网友，称
的时候我是可以接受的。”
“心疼祖儿，你们就多去她
至于为何要跟网友们
那里刷热度”，更是瞬间引
开“ 撕 ”，陈 小 纭 挺 委 屈 ：
发 全 网 差 评 ，被 指“ 心 机 “最开始回应是因为网友
重”、
“情商低”。谈及这一
骂 我 爸 妈 ，骂 的 特 别 凶 。
敏感话题，陈小纭大方回
半夜我上头了，就回复了，
应：
“ 节目录制当中，我和
其实跟这件事情本身没有
祖儿姐姐就已经把误会说
特别直接的关系。”说完，
清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
她还不忘调侃下：
“ 凌晨 4
了。但因为节目播出是好
点之后就不要刷手机了，
几周之后，所以当时我觉
情绪特别容易失控。
”

“谈恋爱不喜欢藏藏掖掖”
容貌和气质都称得上
“上等”的陈
小纭，自称也曾有过“容貌焦虑”，
“毕
竟我们要靠脸吃饭。但是这两年呢，
我发现我在诠释角色的时候，重心开
始放在了角色本身上。所以对于现在
的我来说，容貌焦虑已经不是一件值
得考虑的事情了。
”
节目中，陈小纭表示谈恋爱时自
己不喜欢掖掖藏藏的，因为那样就没
感觉了。对此，她笑着回应道：
“ 外界
对我感情方面的关注度，好像并没有
大于我的业务能力。但是事业和感情
都是需要考虑的，毕竟这都是我们人
生中的一部分。
”

没被《挥着翅膀的女孩
挥着翅膀的女孩》
》框死

节目中，容祖儿帮朋
友女儿追星杨钰莹的样子
十分可爱。她自己也大方
承认，很喜欢杨钰莹优雅
的感觉，
“每次见到她我都
很紧张，但姐姐会用一种

很多人提起容祖儿，第一反应就
是《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多年
令大家放松的语气聊天， 来，她自己却没有被这个标签困扰过，
让我如沐春风的感觉。
”
“它是我的宝藏，一个歌手能够拥有一
说起参加节目最开
个代表作应该好好珍惜，因为没有这
心 的 事 ，容 祖 儿 毫 不 犹
首歌，
就没有更后面的你。”
豫 地 称 ，是 在 自 己 很 累
出道多年，
有网友曾吐槽容祖儿唱
的时候能吃到各种零
歌像是一个
“没有感情的机器”
。对此，
食。
“ 我最喜欢那姐的沙
容祖儿倒是很平常心：
“我对每首歌的
拉 ，因 为 吃 沙 拉 比 吃 米
感觉，是从我长大之后慢慢培养出来。
饭安心。我很同意陈妍
以前 20 岁时，你叫我怎么唱出那种心
希说的那句话，维持身材
痛呀。但是长大后慢慢谈了几次恋爱，
和比较好的状态，是我们
有了更多的人生经验，
对同一首歌的感
尊重自己职业的一种态
觉就更立体了，
在演绎歌曲方面也融入
度。”
了自己更多的感受。
”

话剧《任务》将首演

21 年后 赵淑珍重返哈话舞台 挑大梁

赵淑珍与演员史天庚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哈尔
滨话剧院创作的大型史诗话剧《任
务》，将于 4 月 16 日、17 日两天在哈
尔滨话剧院大剧场首演。据悉，该
剧由国家一级导演韩雪松担任总
导演，哈尔滨话剧院党委书记、院
长曲杰担任舞美设计，国家一级演
员、表演艺术家赵淑珍领衔主演。
《任务》以我省抗联老战士、原
省政协副主席李敏的生平为蓝本，
展现了这位女战士投身革命事业
波澜壮阔的一生。曲杰称，这部剧

于和伟 ：比冰城冷夜
于和伟：
还刺骨的，
还刺骨的
，是人心
生活报
讯（记 者 王
雪莹）作为张
艺谋执导的
首部谍战大
片，讲述冰城
故事的《悬崖
之上》官宣定
档 4 月 30 日
以来热度不
断攀升。近日，片方发布了“绝境”版单人
海报，主演张译、于和伟、秦海璐、朱亚文、
刘浩存、倪大红六人亮相。
记者看到，海报中“乌特拉”小队张
译、秦海璐、朱亚文、刘浩存在第三视角下
表情凝重，显露了深陷敌人陷阱努力逃生
的残酷状态。只见张译低头怒目，远处一
把匕首杀机渐露；秦海璐深陷埋伏，仍用
枪抵住敌人胸口……反派敌营中，倪大红
深不可测，于和伟则在人群中若有所思。
双方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看得网友们直
呼：
“一众演技派对峙，让人直冒冷汗。”作
为片中反派，于和伟也不禁发文感慨：
“比
冰城冷夜还要刺骨的，
是人心。”

《十年一品温如言》首曝预告

丁禹兮 任敏
演绎十年旷世绝恋
生 活 报
讯 （记 者 薛
宏 莉）近 日 ，
改编自书海
沧生同名小
说、赵非执导
的电影《十年
一品温如言》
发布定档预
告，并官宣主
演阵容。记
者获悉，爆款剧当红小生丁禹兮和新生代
实力演员任敏将在片中演绎十年旷世绝
恋。定档消息发布后，二人分别发微博称：
“十年了，你还在等我吗？”。据悉，该片将
于 10 月 1 日上映。
电影《十年一品温如言》讲述了男女主
人公言希和温衡以及陪伴他们的亲朋好友
十年间深深的羁绊和细水长流的感情。这
部大热 IP 被誉为“言情界世界名著”，承载
千万读者的珍贵回忆。
在片方首次曝光的定档预告中，丁禹
兮饰演的言希与任敏饰演的温衡在暗房内
相拥回忆，十年间分离聚散的场景快闪而
过，与小说情节十分贴合，尽显熟悉的原著
气质。一张老照片定格年少时光，许下十
年不离不弃的誓言。

既是建党百年的庆生之礼，也是剧
组全体演职人员向优秀共产党员
的致敬之作。总导演韩雪松表示，
该剧力求回归戏剧本体，用洗练的
语言和诗化的舞台呈现，表现出剧
中人对信仰的坚守、对革命的忠贞
不渝，以及和平年代继续革命、坚
持党性的高贵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从哈尔滨
话剧院走出去的老艺术家，78 岁的
赵淑珍此次在剧中饰演“李敏”一
角。这也是时隔 21 年后，老人第一
次重返话剧舞台演出。据悉，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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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灯时，司机倒车里不动了”
路人忙报警 交警发现竟是酒后驾车睡着了
生活报讯 (实习生郝天朔 记
者黄迎峰)“110 吗？火车站附近
有辆车停在道路中间红绿灯前，
驾驶员倒在车里，不知道什么情
况。”2 日凌晨 2 点 30 分，密山市交
警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光复路
与光复街交叉口处有一辆小型轿
车停在红绿灯前，几个信号灯过
去了，这辆车却始终没动，司机倒

普洱茶

疫情不挡
茶香，春季来
临 ，茶 来 袭 。
沁园茶庄疫
情期间推出
几款特惠古
树茶。
普洱生茶：
邦葳纯料古
树茶、临沧南
迫古树茶、易
武正山老树
茶饼、老班章
普洱茶、布朗
山纯料饼、乔
木青饼、大雪
山生饼、千家
寨古树茶。
普洱熟茶：
班章金毫、南
糯山七子饼、
宫廷贡饼、景
迈老树茶、
07 宫 廷 散 、
勐海大叶散、
糯香小坨。
联系电话:

在车里。
交警迅速赶到现场，见车辆
未挂停车档，司机脚踩刹车趴在
方向盘上竟然睡着了，民警多次
叫喊，驾驶员苏某才醒过来。民
警经询问得知，从事大车修理的
苏某，劳累一天后和工友们喝酒
解乏，酒后驾车回家，本想趁等红
灯的时候闭目养神一会，结果一

不小心睡着了。
经检测，苏某每百毫升血液
中的酒精含量为 59 毫克，属于饮
酒驾驶。最终，苏某因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被处罚款 2000 元，驾驶
证记 12 分，
暂扣 6 个月。
交警提醒，千万牢记酒后不
能驾车，切莫因一时侥幸悔恨终
身。

男子无证上高速遇交警检查

几百米外和妻子换驾
还是露馅了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3 日 10
时 30 分，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管
理局哈双大队勤务三中队民警，在瓦
盆窑执勤时发现一台红色轿车存在
换驾行为，只见红色轿车在离执勤卡
口几百米的位置突然停了下来，耽误
片刻后又继续向前行驶。
民警遂上前询问，此时是一名女
士在驾驶，副驾驶坐着一名男士。当
民警问及二人刚才为何突然停车时，
女子称后备箱忘了东西，她只是下车
去整理。民警让二人提供驾驶证，同
时通过集成指挥平台调取该车辆的

无人伤亡
一改造工程楼体起火

“很喜欢姐姐
优雅的感觉”

“歌手能有一个
代表作就好好珍惜”

《悬崖之上》中演反派

哈尔滨市松北区

容祖儿：：要冷静解决问题

称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分歧

与陈小纭“ 争执事件
争执事件”
”发生后
发生后，
，不少网友纷纷直呼“ 心疼祖儿
心疼祖儿”
”。
采访中，容祖儿则表示
采访中，
容祖儿则表示：
：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分歧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分歧，
，观点不一很正
常，要冷静地去解决问题
要冷静地去解决问题。
。”

“追星
追星”
”杨钰莹

沁园茶庄
沁园茶庄

娱乐 A12

沿途监控图像。看到民警动起真格，
男士慌张起来，立即下车向民警全盘
托出实情。
男子名叫王某某，他的驾驶证于
2019 年因醉酒驾驶被吊销，3 日当天
和妻子出来办事，妻子不太习惯开高
速，开到一半便换王某某继续驾驶，
快到收费站时看到前方有交警在执
勤，
于是夫妻二人赶忙换了过来。
最终，王某某因驾驶证吊销期间
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哈双大队
依法处以罚款 2000 元，拘留 15 日的
行政处罚。

业务办理电话

89682777
15504651777

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 冰雪融化，
松花江的开江鱼闻名遐迩，
但个别市民为
了“抢鲜”，采用地笼、电鱼等违法手段捕
捞开江鱼。7 日，哈尔滨道外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农业农村执法大队在对阿什河江
段进行巡查时，
发现两处违法捕捞行为。
据现场执法队员白晓峰介绍，地笼
等捕捞工具网眼细密，连小鱼苗也不能
逃脱，俗称绝户网。在第二处非法捕捞
点，两名电鱼人员远远见到执法船只驶
来，弃船而逃，执法队员在岸边的舢板船
上发现逆电器、电瓶、电抄网等全套电鱼
设备。据农业农村执法大队梅岩松介
绍，这两名电鱼人员以为现在江面还有
零星冰排，执法队员不会冒险行动，便铤
而走险。执法部门对现场违法捕捞用具

依法进行暂扣处理。
执法队员返航途中，还查获一艘非
法捕捞田螺的船只，捕捞人员已弃船逃
走，执法队员将捕捞用船及网具拖回，展
开进一步调查。

冰层下铁皮箱藏 1334 发子弹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迎
峰）环卫工人在打扫的过程中发现了一
个没有上锁的铁皮箱，本打算当成废品
卖掉，一打开却发现，里面竟装着 1334
发各式子弹。
3 月 26 日，
虎林市虎头镇大王家村环
卫工人白某像往常一样，
沿固定线路清理
公路两边的垃圾，
在七虎林桥下向西两米
处发现一只藏在冰层下的铁皮箱。他与
同事合力取出箱子，看到箱子没有上锁，
出于好奇，白某打开箱子，发现了千余发
子弹。接警后，
虎头边境派出所民警疏散
周边群众，经进一步清点发现，军用铁皮

箱内有制式子弹 997 发、口径子弹 303
发、猎枪弹 34 发，
共计 1334 发。目前，
所
有子弹已移交虎林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老人骑电动车翻进河
老人骑
电动车翻进河
民警及时救上岸

广告勿扰

声明 注销
通知 寻人

违法捕捞“开江鱼”用具被收缴

环卫工作业发现

13204518939

参加《任务》的排演，赵淑珍推掉了
多部影视剧的邀约。她告诉记者，
自己对哈尔滨话剧院有一种特殊
的情怀。
“我 16 岁就来到话剧院，是
这里培养了我。今年是建党 100 周
年，我是一个有着 40 多年党龄的老
党员，这也是我义不容辞要完成的
任务！尤其看了李敏的事迹后，我
感到能扮演她特别荣幸。她的精
神、信仰和革命情怀，值得人们敬
佩和尊重！”据了解，话剧《任务》首
演结束后，还将于 7 月 1 日、2 日亮
相哈尔滨大剧院。

电鱼设备 绝户网

生活报讯（记者史天一文/摄）
7 日 8 时 42 分，哈尔滨市松北区科
技五街一改造工程项目楼体发生
火灾，现场明火较大，浓烟滚滚，几
公里外可见。
记者赶到现场时，大火已被扑
灭，记者从附近居民提供的视频中
看到，当时楼体外部不断有明火冒
出，浓烟较大，多部门在现场指挥
救援。据目击者赵先生讲，此处是

一个改造工程项目，当时有工人在
里面干活，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就
起火了。
随后，记者从松北区消防部门
获悉，7 日 8 时 42 分，松北区科技五
街一改造工程项目楼体发生火灾，
现场为钢结构单层 9 米局部 2 层建
筑，楼顶因做防水引起保温材料起
火。过火面积约 300 平方米，无人
员伤亡，
财产损失正在统计。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迎
峰）7 日上午，省公安厅垦区公安局宝泉
岭分局向阳派出所辖区，一老人孙某独
自驾驶电动车行至共青农场十五作业站
小河路段时，不慎翻入河中。民警快速
出警，
及时解救了被困老人。
当日 10 时许，向阳派出所民警赶到
事发现场，发现白色电动车坠落于距事
发桥面近 3 米的河流中，电动车处于倒
扣状态。当天气温在零度上下，河水冰
冷入骨，民警一边试探河流深度一边靠
近，发现老人一半身子浸湿于激流的河
水中，意识模糊。民警立刻打开已经变
形的车门，将老人救上岸，并联系 120 急

救车，同时联系派出所社区民警确认其
身份，
与家属取得联系。
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民警同医护
人员一起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进行救治。经初步检查，由于民警救助
及时，
老人已无生命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