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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章执导的谍战剧《剃刀
边缘》终于播出了，该剧由文章和
马伊琍夫妻俩联袂主演，讲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在哈尔滨伪
满警察厅周围的一段云诡波谲的
谍战故事。在前期宣传时，都称呼
文章是史上最“疯”导演，经常要
求太过精益求精而在片场暴跳如
雷。那么这部剧到底品质如何呢？

电影质感情节烧脑

演员原声显实力

该剧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
东三省作为日寇铁蹄下的沦陷

区，各方势力明枪暗箭斗争不
断。在危机四伏的斗争环境下，
伪满警察许从良（文章饰）却从
一个“小混混”逐渐成长为一名
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在前
两集中，许从良在警察厅中的好
兄弟被发现是共产党员，一时间
让他身上的嫌疑也变得巨大。一
边是兄弟义气，另一边是性命前
途，许从良面对危机展现出了

“韦小宝式”的机灵圆滑，周旋在
伪满警察厅的各色人等之间，既
要查出共产党卧底“剃刀”是谁，
又要解决一个个棘手的杀人案

件，还必须在办公室斗争中全身
而退……让观众也跟着头脑风
暴，直呼“太烧脑”。

而值得一提的是，《剃刀边
缘》几乎全部采用演员原声，在
一片古装玄幻配音剧中显得十
分清流。难怪有网友在网上夸
赞：“实力派就是不一样。”

文章的“精益求精”也在前
两集中可见一斑，无论是镜头、
调度，还是美术、服装、都十分精
致，充满电影感。有媒体人看过
后发表感言，称“文章的意义在
于，让人们知道这一代做影视的

还有人对艺术心存敬畏。”
在文章的调教下，马伊琍也

展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妩媚姿态，
开场一袭红色裙装在广场上试
探卧底就相当撩人。

怪不得文章说，这部戏里的
马伊琍，是所有她拍过的角色里
最漂亮的。

文章式演技无进步

观众“心疼”于震

不过，一部剧播出后，肯定会
评价不一，《剃刀边缘》即使已经
算制作良心，但槽点同样存在。有
观众认为文章的表演虽然很卖
力，但是依然还是有以前电视剧
里的影子，皱眉、瞪眼，嘶吼骂脏
话，几乎成了文章式演技的标配。
不仔细看还以为在重播《少帅》。

而该剧开篇出场的还有谍战
剧熟脸于震，他一出现就上演了
一出偷情报交接情报的大戏，不
过就在老谍战剧迷准备冲着他继
续往下追的时候，于震居然很快
就在接下来的枪战中挂掉了，领
盒饭之迅速让网友直呼“心疼”。

虽然《剃刀边缘》制作精良、
演技在线，但是首播关注度却并
不如之前的一些 IP 剧集。在该
剧相关的微博下，讨论的声音大
部分还是围绕文章本人的私事，
这显然不是文章精心拍摄一部
电视剧后希望看到的局面。

唯一可以期待的是，随着剧
集播出后口碑的不断发酵，能将
观众关注的焦点渐渐拉回到作
品本身。 小易

近日，TVB在香港湾仔会展
中心举行金禧戏剧综艺推介会。
此番正值 TVB 50 周年庆，发布
会推介了多档新综艺和十多部
新剧，其中新剧十分引人注目，
包括《使徒行者 2 》、《我瞒结婚
了》、《心理追凶 Mind Hunter》、

《踩过界(盲侠大律师)》等等，类
型从惊悚的悬疑侦探、律政犯罪
戏，到大 IP 的回归，还有写实情
爱戏、轻松搞笑戏，甚至穿越
戏——— —— 虽然从其中一些戏的
预告片中还是能嗅到熟悉的
TVB 配方，但其求突破的意图
也显而易见。

吃热门“老本”出续集

《使徒行者》作为TVB近年来
运作最成功的“爆款”，续集自然
成为整场发布会的焦点。前作的
男女主角林峰、佘诗曼已离巢多
年，TVB这次特意请来陈豪和宣
萱坐镇，再带上高颜值“鲜肉”袁
伟豪和周柏豪加入主演阵容，既
镇得住场，又多了些许新意。

《使徒行者 2 》将延续敌友
难分的卧底战，将警方和黑帮的
斗争进一步升级。主创表示这会
是个全新的故事，但续集也将出
现和前作交叉的地方，在某种程
度上说“更像是前传”。发布会
上，饰演“欢喜哥”的许绍雄说：

“我的故事线很厉害，究竟欢喜

哥是不是卧底，这部剧就会告诉
大家。”

除了《使徒行者2》，TVB还公
布了《溏心风暴3》、《宫心计2：深
宫计》等大IP计划，主演名单上有
张卫健、李司棋、马浚伟、姜大卫、
欧阳震华等熟面孔。有如此怀旧
的阵容，吸引大众并非难事，网友
们早就开启了吐槽or期待模式
啦，如何突破并拍出新意才是
TVB真正的难题和关键所在。

熟脸回巢大打情怀牌

此次发布会，宣萱、林文龙等
久违的熟脸回归，令人欣喜———
他俩上一次出现在TVB剧集里，
甚至都要追溯到5年和9年前！

宣萱在《使徒行者2》后又一
次出场，她将和林文龙搭档出演
都市情感剧《不懂撒娇的女人》。
剧中，林文龙饰演霸道高层，宣萱
是女强人，两人的情感兜兜转转、
分分合合。《不懂撒娇的女人》是
TVB首部以4K实景拍摄的作品，
在观感上或能带来惊喜。

在后台群访环节，记者“逮
住”了林文龙。他透露，此次回
巢，TVB给他开出了优厚的条
件，每天开工12小时，能保证休
息，也有更多时间陪女儿。有记
者问及他对“回巢热”的看法，他
说，这是观众喜闻乐见、期盼已
久的事，“我收到的反响很热烈，
越多人回来越好”。 刘平安

近日，2017 年春季北京电
视节目交易会举行，经典战争
剧《亮剑》系列新作《亮剑 3 之雷
霆战将》热血亮相。该剧由张云
龙、高伟光、魏千翔组成的“三
剑客”虽然鲜嫩，却没有“奶油
小生”的浮躁气息，他们身手矫
捷、英武帅气，周身散发着荷尔
蒙的气息，堪称“辣椒小炒肉”。

电视剧《亮剑 3 之雷霆战
将》由作家兼编剧都梁担任艺
术总监，讲述了王云山（张云龙
饰）在战场上毫不畏惧、情场上
绝不退缩的史诗般的青春战争
故事。

除诸多新鲜元素的加入
外，《亮剑 3 之雷霆战将》中“不
一样的美男子”张云龙、“东华
帝君”高伟光以及“十四阿哥”
魏千翔联手出演令敌人闻风丧
胆的“三剑客”，在战争年代，热
血塑造有血性、有担当、浴血奋
战的青年中国军人形象。

由型男演员饰演青年军
人，一方面，符合当时无数战将
二三十岁便走上指挥岗位的事
实；另一方面，相较“白水煮肉”
的“奶油小生”来说，用专业实
力加持养眼外表的型男“三剑
客”青春阳光、鲜香热辣，值得
期待。 万倩

文章式演技有点“辣眼睛”

“以后对于原创的精品，要
一剧四星。”这是著名编剧刘和
平在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
会换届大会上透露的。

近日，2017北京春季电视
节目交易会（以下简称“春推
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春
推会上，国内第一个影视著作
权专家鉴定委员会正式成立。
对于去年的电视剧市场则总结
如下：收视率热度提升，明星价
格提升，看到了大剧的单价提
升，却没有看到大剧的诞生。而
即将实施“一剧四星”是本次春
推会最大的新闻。这一政策一
旦出台，将极大扭转和鼓舞原
创剧的创作，对整个行业都将
产生重大影响。

在“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
会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
换届大会”上，著名编剧刘和
平透露，他从中宣部和总局得
到确切消息：以后对于原创的
精品，要一剧四星。所谓“一剧
四星”，即一部电视剧可以同
时在4家卫视播出。虽然政策
具体实施时间还未最终确定，
但这个消息让业内人士都欢
欣鼓舞，因为回归“一剧四星”
时代，会让创作者更有激情。

“一剧两星”是指一部电视
剧最多只能同时在两家上星频
道播出，该政策于2015年1月1
日起实施，此前实行了10年的

“一剧四星”政策退出电视剧舞
台。此次“一剧四星”再度回归
将有利于优质国产电视剧发
展。 王磊

熟脸回归，
TVB 还能再创辉煌吗？

《亮剑3》都是小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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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剧四星”
要回来了！

3月20日，由刘恺威、江一
燕主演的电视剧《三个女人一
台戏》被曝在甘肃拍戏期间因
制片方突然“消失”，导致剧组
工作人员集体讨薪，全剧组陷
入瘫痪状态。经过 24 小时发
酵，该剧导演许长军近日接受
了采访，他向记者确认目前该
剧组确实已经停机。

3月20日上午，微信公众
号“三个女人一台戏全组人
员”推送了一篇名为《郑晓龙
担任艺术总监的电视剧<三个
女人一台戏>剧组工作人员集
体讨薪》的文章，文章中提到，

《三个女人一台戏》从春节前
在甘肃陇西筹备，2月26日开
机。“开机20多天，由于制片人
拖欠全剧组工作人员工资及
各类费用，导致剧组停机，丢
下剧组工作人员 3 8 0人在陇
西，现欠剧组工作人员工资，
器材、材料费及各类费用共约
900万元。另由于拖欠酒店房
费，导致酒店限制剧组工作人
员自由，停电停水。”

此文一出引发广泛关注，
多方媒体随即进行追访，但该
剧片方暂未出面做出说明。3
月 21 日，该剧导演许长军接受
了采访，在采访中，他表示目前
该剧组确实已经停工，但更多
细节不方便透露。同时他还特
别强调，整个事件与该剧艺术
总监郑晓龙无关。他表示后续
会继续跟制片方沟通。 曾妮

刘恺威新戏
制片方欠薪玩失踪

宣宣萱萱林林文文龙龙将将再再度度合合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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