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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暑期档，以《春
风十里不如你》《河神》《白夜追
凶》《无证之罪》《无心法师2》等
代表的网络剧，再次以口碑和网
络点击量成为大众谈论的话题，
以至于有人将2017年称为网络
剧的爆款元年。而最近，在荧屏
黄金档消失多年的涉案题材，在
视频平台扎堆出现。之前偶然出
现的《余罪》等热播剧，居然同期
有《白夜追凶》对决《无证之罪》，
令网友出现选择困难症。此外，
港剧班底的《使徒行者2》、《反
黑》等也蓄势待发。对于国庆档
不知道剧荒的观众，看完这篇推
荐说不定会有自己的选择。

一起猜谁是卧底

《使徒行者2》
主演：苗侨伟、许绍雄、陈豪、宣
萱、周柏豪
豆瓣评分：7 . 7分
播出平台：腾讯视频

众所周知，TVB有三宝：律
政剧、医疗剧、刑侦剧。远的不
说，三年前《使徒行者》也曾制造
盛况。为什么好看？因为《使徒行
者》开启了这样一个局面——— 黑
帮都是卧底，警察都是黑警。

现在《使徒2》回归，剧中的
时间点，从上一部的2014年回溯
到了2010年，相当于前传。老面
孔有苗侨伟的卧底联络员卓凯、
许绍雄的帮派大佬欢喜哥、林伟
的打手猜fing。没看过《使徒1》也
能直接上手，但老粉丝会得到更
多惊喜彩蛋。《使徒2》与上一部
勾连，同时又努力开发出一个新
故事，对路人和老粉都比较友
好。核心不变，还是大家一起
玩———“谁是卧底”。

黑帮复古港片最高

《反黑》
主演：陈小春、陈国坤、李灿森、
宋本中
豆瓣评分：7 . 2分
播出平台：优酷视频

《反黑》主要讲述了曾经的
黑帮卧底陈凤翔在转文职八年
后重返江湖，加入反黑组，与黑
帮势力作斗争的故事。此次《反
黑》云集影视界多位当红明星参
演，幕后班底更是集结了香港电
影拍摄及制作的精锐部队，该剧
的阵容用导演宋本中的话来说

“二三十年来最具殿堂级、顶级
的香港演员规模”。

由于故事背景发生在香港
回归之前的1994年，剧中拜香

堂、拜关公、阿SIR称呼、警察局
墙上的英国女王像、茶餐厅、低
矮的棚户区、夜宵铺、灯火辉煌
的维多利亚港这些都能勾起满
满的回忆。同时，该剧少有的展
现了卧底回归正常生活，尤其是
警察生活后的心路历程。

女人才最复杂

《大小谎言》
主演：妮可·基德曼、瑞茜·威瑟
斯彭、谢琳·伍德蕾
豆瓣评分：8 . 9分
播出平台：腾讯视频

故事发生在一个海滨小镇
蒙特利，这里安静平和。小镇上
生活着三个身份、处境迥异的女
人，因为孩子就读于同一所学
校，她们的命运有了交点，随着

交往的深入，每个人精心编织的
谎言和全力维护的秘密被一点
点撕碎。

贵妇Celeste为了养尊处优
的生活忍受着丈夫的常年家暴，
Madeline为了维持家庭稳定掩盖
出轨事迹，而Jane则为了儿子的
未来告别过去。为了维护向往的
乌托邦生活，她们选择在欺骗自
己的牢笼里“乐此不疲”地挣扎。
甚至在小镇发生了谋杀案之后，
小镇上的女人一致决定说谎保
护凶手，维护之前和和美美的生
活。《大小谎言》在今年的美国艾
美奖上大获全胜，夺得5项大奖，
其中奥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
瑞茜·威瑟斯彭更是首次出演美
剧，出色演技备受肯定。

论大制作从没让人失望

《权力的游戏7》
主演：艾米莉亚·克拉克、基特·
哈灵顿、彼特·丁拉基
豆瓣评分：9 . 3分
播出平台：腾讯视频

正常美剧制作经费大约是
200 万美金一集，《权力的游戏》
是它们的三倍——— 600 万。第七
季回归前，预告片的播放量刷新
了记录：2 4 小时内，点击超过
6100 万人次。七集看完没一集让
人失望，即使从来没猜中过结
局，但也奈何不了想推荐的心。

第七季只有七集，数量相比
前六季，减少了三集，但整季预
算保持和之前一样。如果平摊一
算，那么第七季每一集花的钱，
都比前六季多42%！换句话说，这
季有足够的钱来搞事情，大制作
说来就来啊。

本报综合

假期追剧挑花眼：

顶级网剧烧脑、烧钱不在话下 由窦骁、苗苗、彭冠英、王
思思、金士杰、潘虹等主演，曹
盾总监制，程樯、曹盾共同执导
的治愈系温暖心理剧《爱上你
治愈我》已圆满杀青。该剧讲述
了精神科医生颜书仁（窦骁饰）
与心理科医生孙树（苗苗饰）8
年前因一场意外分手，重逢后
重拾爱情、彼此治愈的过程。另
外，剧中一桩桩得到治愈的温
暖故事，则是由 28 个真实案例
改编。

据悉，该剧是国内首部聚
焦心理疾病题材的电视剧，填
补了影视剧中这类题材的空
缺。该剧剧本由 22 位严苛主创
历时三年潜心打磨，并请到多
位心理学专家教授全程指导而
完成。剧中引用自 28 个真实案
例的改编过程，对于制作团队
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必须在把
握改编尺度的同时保证剧集专
业性，导演程樯表示：“剧中 28
个故事代表着 28 种心理疾病，
几乎包括了现代人所有的心理
问题，剧中涉及心理学领域专
业术语众多，最长的一段台词
达到 520 个字，因此，团队请到
心理学教授和医生全程指导，
力求呈现一个最专业最有力的
故事。” 张楠

《爱上你治愈我》
根据真实病例改编

斯琴高娃
演绎乡村轻喜剧

《苦乐村官》由著名导演、
国家一级演员白永成执导，深
刻反映了中国当代乡村在“打
赢扶贫攻坚战”中的巨大变化。

斯琴高娃、刘威、杨昆、顾
艳、张磊等一批知名演员倾力
出演，使得这部青春、时尚、“轻
喜剧”风格的乡村剧，既能吸引
年轻观众的喜爱，又能满足中
老年观众的观剧需求。

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农民歌
手万喜（钱泳辰饰演）获得民歌
比赛冠军后，红祥村村支书杨
腾龙（刘威饰演）费尽周折把万
喜骗回村，让他当了名誉村主
任。万喜在奶奶（斯琴高娃饰
演）的支持下，带领乡亲们自主
脱贫，通过借鸡生蛋、建育种
站、建立电商网站、办月子村、
开发旅游业等，使得红祥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导演白永成说：“我成长在
西北山村，对农村的生活有深
刻的认识。我们中国的扶贫脱
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
成就。作为出品人兼导演，我希
望通过电视剧《苦乐村官》去展
示新时期人们脱贫致富、建设
美丽乡村的艰苦奋斗过程，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向广大观众传递正能量。”

李硕

由颜丙燕领衔主演，最高
人民法院影视中心、青岛东唐
影视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

《阳光法庭》近日在青岛开机。
《阳光法庭》立足于“全面依法
治国”的时代背景之下，从一位
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二级大法
官的视角切入，选取了社会普
遍关注的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
等典型案例，以艺术手法展示
和剖析了司法机关在推进司法
公开、坚守司法公正、平反冤假
错案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
不懈努力，塑造了新一代具有
法治信仰、法治理想和法治情
怀的司法工作者形象，旨在通
过本剧唤起人民群众对法治的
真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倪萍称颜丙燕是“中国最
好的女演员”；中国电影金鸡
奖、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北京大
学生电影节、电影百合奖、北京
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伦敦国
际华语电影节、华语电影传媒
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女
主角也都被她收入囊中。

作为一名低产高质量的演
员，颜丙燕对剧本质量要求极
高，但是《阳光法庭》她仅看了
几集就确定了下来，对此，颜丙
燕解释称“《阳光法庭》是在演
实际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部
戏做得让观众喜欢看、愿意看、
主动看，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他们关注制度、法律、规定，对
于整个社会来说，会有很重要
的意义。对于一名演员来说，这
就是使命感。” 王磊

颜丙燕变身大法官

演反派角色演得太好惹观
众骂，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这
样的情况在热播的《那年花开月
正圆》中再度发酵。《那年花开月
正圆》播出至今，俞灏明所饰演
的杜明礼这个大反派引发的热
议已经无需赘述。但俞灏明也把
杜明礼身上不同层面的人性演
绎得淋漓尽致，令人看得过瘾。

戏好被骂

俞灏明不是第一个

当被问起近日来从被骂到
微博回应的事时，俞灏明显得很
坦然。“一开始我接这个反面角
色时，并没想太多，因为这个角
色太有戏了，我一心考虑的只是
对角色的塑造，能不能得到大家
的认可。”演员因为把角色演得
太“活”太好，而被骂、甚至被攻
击，在国内早有先例。2001 年，网
络还不发达，不少观众撒“怒气”
的方式更直接：冯远征因为在电
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把

“暴力男”安家和演得太逼真，在
现实生活中经常遭人怒视，乃至
车胎被扎。

当年《还珠格格》中扮演心
狠手辣“容嬷嬷”的老戏骨李明
启，也遭遇过上街买菜时被小贩
扔鸡蛋，坐公交车时被人骂“死
老婆子”，坐出租车被司机拒载。

《甄嬛传》中出演腹黑“安陵
容”的陶昕然在剧播完很久了仍
被网友痛骂，甚至有网友诅咒她
出生不久的女儿“不会有好下
场”。这也一度让她在网上发飙
回击。今年上半年红极一时的

《我的前半生》中，饰演“小三”的
吴越更是不堪其扰，无奈关闭了
自己的微博评论，最终晒出一首
侯宝林的小诗自嘲作为回应：

“演员生涯自风流，生旦净末刻
意求，莫道常为座上客，有时也
做阶下囚。”

入戏太深

当心是编剧套路

无论是本次俞灏明饰演的
杜明礼“公公”太坏，导致俞灏明
被骂，还是更早的“容嬷嬷”、“凌
玲”被攻击成“毒妇”、“小三”。表
面上看都好像是观众“入戏”太
深，被剧中角色感染所致。但其
实这只是“其一”，背后没那么简
单，一位长年从事影视剧策划、
剧本编写的业内人士，给出了自
己的看法。

“这里面是有套路的。”今年
32 岁的谢韬在北京做影视剧策
划已超过 5 年时间，参与策划、
编剧过爱奇艺、搜狐视频等多部
热门网剧。在他看来，能“招骂”
的情节点或人物大多是编剧、导
演刻意为之，所以观众无论是骂
角色还是骂演员，都可以说是中
了“套路”。

谢韬说，招骂的人设或者情
节设定，其实都是掐准了大部分
观众情感冲突点的故意设计，

“要么是为了剧情发展更曲折，
人物命运更跌宕起伏；要么就是
为了单纯地引发热议话题。骂得
越凶，然后还越要看，其实就是
中了套路。”谢韬说，“骂演员、骂
编剧只能证明他们演得、写得引
发了你的共鸣。 王晓易

剧中反派太气人？也许你中了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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