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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逯佳琦

青春励志是国产电视剧中
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在《秦时
丽人明月心》、《那年花开月正
圆》等古装剧霸屏的2017年，《春
风十里不如你》、《浪花一朵朵》
等青春励志剧却出人意料的收
获了不俗的反响。在偶像剧饱和
的市场背景下，相较于古装偶像
剧打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
幌子谈情说爱，青春励志剧满含
正能量的剧情和积极阳光的演
员形象显然更符合时代特色。

疼痛青春引发观众共鸣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却
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随着城市
建设的加快，进城务工追求梦想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是城市
建设的主力军，也是身在尘埃却
心怀梦想的创业者。

《春天里》独辟蹊径的把目
光聚焦到来自江苏江都的建筑
业者身上，讲述了江苏农村的铁
振国三兄弟到北京务工的奋斗
故事，描述了他们身为乡村青年
在大城市追梦的酸甜苦辣，触动
了不少人的心声。

不同于《人间至味是清欢》
这种都市白领题材的电视剧，

《春天里》所展现的社会更加残
酷和真实，农村孩子的青春生活
并不是只有情情爱爱，还有不服
从命运的坎坷心酸。《春天里》的
格局从铁振国三兄弟与北京本
地居民的格格不入辐射到大都
市与乡村两个迥异的世界，以专
注又独特的视角展现中国城乡
面貌和变迁，进而折射出新时期

中国的发展历程。在倡导每一位
中国人都有一个中国梦的大时
代背景下，《春天里》铁振国三兄
弟在社会底层艰苦打拼最终梦
想成真的故事才是最质朴的正
能量。

青春时期是个万物生长的
季节，这个时期的少年有不服从
命运的骄傲，有不安分的青春焦
虑，也有单纯却坎坷的爱情。改
编自冯唐“万物生长”三部曲之
一《北京，北京》的《春风十里不
如你》已经完美收官，剧中没有

灰姑娘遇到王子的玛丽苏剧情，
剧情平稳流畅的就像一首娓娓
道来的诗歌，从大学军训到毕业
后走进社会，虐心又现实的情感
纠葛引发了无数剧迷的追忆，更
受到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好评，
青春时光中不仅仅存在美好，这
种充满疼痛的反套路剧情才更
容易引发观众共鸣。

运动员演绎热血正能量

《春风十里不如你》中的男
女主演周冬雨和张一山都是正

值青春剧的年轻演员，他们在剧
中或莞尔一笑或歇斯底里，每一
个动作身上都有我们青春的影
子。而在现实生活中，运动员无
疑是热血正能量的代名词，作为
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运动员的
职业生涯短暂但足够光荣激情。

从孙杨客串《浪花一朵朵》
人气攀升到新高度，近几年来，
不少青春励志剧邀请职业运动
员客串出演成为影视剧制作新
风尚，像孙杨、张继科等高知名
度的运动员也热衷触电，向观众
展现奥运冠军们不为观众熟悉
的另一面，吸粉无数。而《浪花一
朵朵》以游泳这一热血正能量运
动为切入点，书写游泳运动员的
奋斗青春，将竞技运动拼搏不懈
的精神传递给当下年轻人，堪称
中国游泳的“代言剧”，也开创了
竞技运动题材青春剧的先河。

同样是运动竞技题材的青
春励志剧《进击吧闪电》正在热
播，讲述了一群击剑路上的追梦
青年，为了自己和国家的荣誉而
奋战。作为一部击剑运动题材的
电视剧，《进击吧闪电》肯定少不
了大量的击剑训练和比赛场景，
为了确保该剧的专业性，该剧特
邀北京奥运会男子个人佩剑冠
军仲满作为该剧的技术顾问，同
时仲满也在该剧中本色出演客
串了一把，来指导男主角冷子峰
练习击剑。据悉，出演完《进击吧
闪电》后，仲满感慨颇多，不仅亲
身体会到了演员这一职业的不
容易，也让他回想起了自己的体
院时光。竞技热血加上青春激
情，这才是青春励志剧的正确打
开方式。

有伤痛也有热血激情

这样的青春励志剧才好看

由陈伟霆、刘诗诗、徐海乔
主演的古装剧《醉玲珑》正在热
播。9 月 8 日晚，徐海乔发微博
表示自己在《醉玲珑》中所饰演
的元湛被改台词和删戏份，并质
问《醉玲珑》片方口型不对难道
看不出吗？随后有网友贴出视频
截图对比，显示元湛的台词确实
有改动。

“湛王”口型与台词对不上

《醉玲珑》开播之初因“剧情
太快就像龙卷风”而上热搜。如
今播出过半，陈伟霆扮演的元
凌，刘诗诗扮演的凤卿尘，和徐
海乔扮演的元湛等人之间上演
着爱恨情仇，剧情渐入高潮。然
而，8 日晚，徐海乔突然在微博
发声，直指剧方改动其台词且删
减其戏份，“怎么？被改了词？夺
江山？口型对不上了看不出吗？”
并圈出《醉玲珑》官微。

随后，有网友贴出视频截图
对比，发现湛王的配音和字幕，
相对于口型确实有改动。第 38
集 38 ：30 左右，“夺下这千疮百
孔的江山何用”，原话应该是“那
么到最后，废的便是我大魏江
山”。第 38 集 38：57 左右，“如何
能辅佐我得江山”，原话应该是

“便不必待在我殷家了”。
还有网友表示，“但他日四

哥若然不能再保护卿尘，到了此
时，无论付出任何代价，我也会
将她带回我身边”被改成“如今
四哥被朵霞公主看上，定不能如
愿娶到卿尘，到了此时，无论付
出任何代价，我也会将她带回我
身边”。

剧方回应微调是集体决策

在最终的成片中，因种种原
因可能会出现演员个别台词的
微调，有时是正常现象，那么元
湛的台词调整是合理的吗？

9日，有媒体连线《醉玲珑》
剧方，据制作总监宋辉表示，“相
比前期创作，后期制作阶段会更
侧重剧情和人物的整体把握，尤
其是要突出人物形象的丰满立
体，这样才能让矛盾冲突的呈现
更加激烈。”据他透露，《醉玲珑》
后期制作时所有的调整也都是

集体决策，“经过制片人、导演、
编剧、编审、后期制作团队的讨
论通过。”

对此，《醉玲珑》的编审韩佩
贞也认为，后期制作过程中的一
些微调，确实对丰富剧情，加强
人物层次起到了提升作用。“有
些调整是为了让后续剧情有更
强烈的矛盾冲突而特意做的铺
垫，相信随着剧情的推进，大家
会看到一个个逐渐丰满的角色，
而不是一以贯之的脸谱化的形
象，这是我们创作的初衷，也是
努力的方向。”还有粉丝怀疑，元
湛的台词改动是否会导致角色
人设崩塌呢？《醉玲珑》剧方透
露，“关于元湛个别台词的调整，
是与后续人物和情节的发展有
着紧密关联。”元湛到底是黑是
白，恐怕我们还是要等追完了剧
再来说。 叶子

《醉玲珑》演员对不上口型咋回事？
近日，电视剧《何所冬暖何

所夏凉》在北京举办开播发布
会，主演贾乃亮、王子文、孙佳
雨、李眸等现身助阵。除了改编
自顾西爵同名小说极具看点
外，贾乃亮与王子文多年之后
再合作也引发了关注。此前，贾
乃亮与王子文曾被传相恋，7年
前与女方频繁的微博互动至今
依然保留，当日再被问及此事
时，他并未正面回应，而是笑
称：“你猜？”

谈及剧中角色时，贾乃亮
直言这是目前为止遇到的最完
美的角色，“守护女生 12 年啊，
这样的角色其实不太好演，因
为演得不好就容易假，得拿捏
好分寸。”

不过，他也表示剧中的角
色默默守护，但生活中自己从
来不暗恋，喜欢就会说出来。王
子文此前在《欢乐颂》中饰演的
曲筱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饰演的简安桀却反差很
大，“曲筱绡是古灵精怪不吃
亏，人物标签很明显，但简安桀
特别隐忍、内向，总吃亏。”说
罢，她也透露剧中经常被贾乃
亮默默关注，“他老偷偷摸摸
的，比如深情地望着我，或者我
睡着了就亲我一下，或者摸了
一下。”

热水少年

贾乃亮王子文
恋爱旧闻被重提

陈志朋澄清
针扎容嬷嬷旧闻

9 月 10 日，《还珠格格》尔
泰扮演者陈志朋发微博否认

“拍戏时曾经用针真的扎过容
嬷嬷”的传言，还圈了“容嬷嬷”
的微博。随后，李明启孙女在微
博上替奶奶发声：“奶奶未曾提
及过，再说这些陈年往事现在
再拿出来，并过于夸大其辞，个
人目测，炒作。”

近日，《还珠格格》剧组的
关系究竟如何在网络上引起了
极大的关注。先是有网友扒出
早年林心如上综艺时扎了个赵
薇的小人，使得赵薇前段时间
事业不顺。接着有网友称《还珠
格格》里“容嬷嬷”扮演者李明
启在早年访谈时候爆料过在拍
摄针扎戏时，她没有用针真的
扎过林心如，却被人用针真的
扎了好几下，引起了网友们的
忿忿不平，并把矛头指向了陈
志朋。10 日，陈志朋正面回应
该传言，调侃道：“亲爱的李老
师网上传言说我现在这么不红
是因为当年用针扎过你，要不
哪天你再扎我几针，看我能不
能再红一把？”有网友支持道：

“不用理网上的喷子，我们相信
你！”也有网友不是很买账：“哪
里来的戏精给自己加戏，你这
就是蹭林心如热度吧。” 春岫

毛晓彤 Mike
打造美食盛宴

由 Mike(泰国)、毛晓彤等
人主演的美食都市剧《美味奇
缘》已在湖南卫视开播。前几
日，《美味奇缘》打造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美食盛宴”，Mike 、
毛晓彤二人在现场大展厨艺。

据介绍，该剧讲述了 Mike
饰演的主厨李雨哲与毛晓彤饰
演的美食节目编导宋佳茗之间
历经误会与磨难，由欢喜冤家
到惺惺相惜的浪漫爱情故事。
从《甄嬛传》里温文尔雅的瑛贵
人，到《锦绣未央》里狠辣心机
的李常茹，灵气满满的毛晓彤
为大家塑造了众多讨喜的古装
美人形象，因此她的古典美已
经深入人心。近段时间，一直在
寻求突破尝试不同角色的毛晓
彤，接演了不少现代戏，《美味
奇缘》就是其中之一。 冯遐

《我的仨妈俩爸》
为爱奉献

由习辛执导，李健、徐百
卉、何明翰、刘亭作、严晓频等
人主演的当代情感题材电视剧

《我的仨妈俩爸》已于 9 月 9 日
正式登陆 CCTV8 黄金档剧场。
在剧中饰演白鸽母亲的严晓频
在《八九不离十》后，再次触电
当代题材电视剧，重返荧幕，暖
心回归。

据悉，《我的仨妈俩爸》主
要讲述了一个坚强伟大的女子
白鸽因知青时期对好友的一次
承诺而承受着众人的不解，开
始独自抚养故去好友的孩子不
离不弃的故事。在经历了许多
变故之后，最终使得这个孩子
在“多爸多妈”的大家庭中健康
长大的情感故事。影片中，严晓
频所饰演的白母不仅甘心为女
儿白鸽奉献一切，更是暖心守
护女儿的心愿，让“孙子”白杨
在家庭的呵护下成长。黄秋桐

徐徐海海乔乔（（左左））质质疑疑被被改改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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