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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英雄主义更热血

多年前，一部《士兵突击》让
观众记住了不抛弃不放弃的钢七
连，而在《维和步兵营》中，红一连
老班长那句：“我们红一连的兵，
只有站着死没有跪着生”再次打
动了观众。被评为剧版《战狼2》的

《维和步兵营》在宣传之初就得到
了广泛关注。但随着剧情的深入，
有观众评论说：“《维和步兵营》和

《战狼》其实并不一样。”
相比于《战狼》，《维和步兵

营》的剧情设置更加现实，在这部
剧中，没有像冷锋一样能以一人
之力拯救世界的英雄，在入伍之
初士兵们也是普通人，经过选拔、
演习、训练、维和步兵营才经历千
难万险终于成型。尽管剧中被观
众评价为地狱式的训练很残酷，
但《维和步兵营》展现出的中国军
人的精神力量值得我们每一位观
众自豪。

团队精神比个人英雄主义更

得人心，这一点在《特勤精英》这
部剧中也有很好的体现。《特勤精
英》由张丹峰、苏青、包文婧等年
轻演员主演，以消防特勤队的工
作生活为主题，讲述火场救援英
雄以及医生和消防员的爱情故事。
这部剧在播出之初也曾饱受争议，
有观众评论称：“把好好的军旅剧
演成了言情剧。”事实上，在《特勤
精英》中，战友情比爱情好看的多：
他们管队友的父亲叫“咱爸”；谁家
出了事，大家一起凑钱渡难关;火
场上遇到危险，首先考虑的是掩
护队友撤离……飞豹队队员间的
战友情实力圈粉。

贴近生活正能量十足

看《特勤精英》，不仅仅是看
一群年轻消防兵展现青春活力，
剧情上的很多细节设置让观众点
赞称“真能学到不少东西”。剧情
节奏紧张，从第一集开始就有火
场救援场景上演，播出至今，深井
救援、无人机救援、高空绳索救援
等当下我国消防救援技术轮番上
阵让观众看得眼花缭乱。除此之

外，室内起火怎么
隔离爆炸物、高空

救 援 绳 索
怎么用、

室内有烟怎么处理等生活中可能
遇到的问题在剧中都有展现，《特
勤精英》堪称一部火场逃生指南。

《特勤精英》中的消防官兵在
火场出生入死实施救援，而《碧海
雄心》则聚焦海上救援。据悉，《碧
海雄心》是由发生在山东的17场
海上救援真实案例改编，剧中出
现的山东烟台海域景观让不少山
东观众倍感亲切。剧中，丁海峰饰
演救捞行动队主任杜伟成，他带
领的海上救援队可以称得上是

“海上救星”。实力派演员张国强、
袁泉、丁海峰的精湛演技让观众
直呼看的过瘾：“没想到张国强老
师开飞机也这么帅，真是演什么
像什么”、“丁海峰训话的时候脖
子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这才是
专业的演员”。剧中不时上演的

“海上自救课”也让不少观众深感
看的值：“这些急救知识演的很仔
细”、“抢救溺水者，这个专业技能
生活中也能用的到”。

张丹峰闯火线张国强开飞机

军旅剧新招多正能量不减
《飞哥战队》
再现抗日英雄群像

由总导演兼艺术总监曾
晓欣执导，袁文康领衔主演，
左小青、郑晓宁、洪剑涛、姚
刚、刘涛等戏骨鼎力加盟的长
篇英雄成长励志剧《飞哥战
队》正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
道黄金强档热播。

《飞哥战队》打破了传统剧
中尽显个人英雄事迹的套路，
用热血与激情塑造了一群抗战
狼烟中充满正能量的英雄群
像，以尊重历史、忠于创作的特
点，再现飞哥战队英勇抗击日
军侵略者的英雄故事，在齐鲁
大地燃烧起一片赤诚之火。

《飞哥战队》的主人公梁飞
带领“飞哥战队”成员在齐鲁大
地上与日寇斗智斗勇的故事，
为观众呈现出一幅振奋人心的
热血画面。剧中，既有梁飞带领
战队将计就计、声东击西，调动
抗战力量粉碎日军阴谋，又有

“飞哥战队”成员由陌生走向熟
悉，建立生死之交的战友情。观
众在看剧的同时，更能感受到
这些抗日英雄的精神。 得得

《我的男孩》
林心如醉酒戏真喝

由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
《我的男孩》10 月 22 日晚举行
杀青酒宴，林心如与张轩睿、
李李仁、温贞菱等十几位演员
集聚庆祝。林心如笑说，“没戏
拍反而没事做，像今天一整天
都在等着杀青酒”。剧中女主
角不胜酒力“一杯醉”，对她来
讲是演技大考验：“这真的很
难演啊，所以我自己带红酒去
现场，要先喝一些酝酿感觉。”

林心如还称赞搭档张轩
睿非常用功，常看到他跟导演
徐辅军在讨论演技。杀青后，
结束 4 个月的拍摄期，张轩睿
当下抱着导演徐辅军痛哭，林
心如刚好目睹这一幕，也忍不
住跟着眼泛泪光。 刘琪

《越活越来劲》
范明感情戏多

《越活越来劲》由嘉博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出品，刘流担任
导演、徐正超担任编剧。剧中不
仅有刘流，阎学晶、范明、修睿、
乔杉、于洋等喜剧大咖，还有不
论演正剧喜剧都得心应手的实
力派明星梁丽加盟主演。剧中
梁丽饰演的何金花与范明饰演
的赵启春擦出爱情的火花，在
求婚仪式上二人一吻定终身。

《越活越来劲》梁丽饰演的
何金花喜欢刘流饰演的季德
发，范明饰演的赵启春喜欢阎
学晶饰演的钱福云，而季德发
与钱福云互相喜欢。范明和梁
丽的角色都是求爱不得，同病
相怜。两人互相帮忙，给对方情
报，交流经验，因慢慢的了解而
擦出火花，在修睿饰演的刘流
儿子的新书发布会上，赵启春
当众求婚，何金花备受感动，送
赵启春一吻，两人定下终身。

这是一部饱含笑料又不失
感动的情感大剧，《越活越来
劲》融合了再婚、二次创业等现
实话题，又融入了冷幽默、要面
子、毒舌等时下的劲爆元素，在
接地气的同时又展现出其中独
特的温情。 刘真

山影金牌团队
再聚《大运河》

日前，由山东影视制作股
份有限公司、齐鲁交通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高满堂
编剧，张新建任总导演，吴雪松
任制片人的史诗电视剧《大运
河》正式开机。山影制作实力演
员王超帏携手巩峥、李乃文、宋
佳伦、王媛可、萨日娜等共同演
绎“大运河”传奇。

电视剧《大运河》以家风家
训、正气传承为切入点，通过对
主人公黄子荣跌宕起伏的个人
和家族命运的全面展现，围绕
大运河讲述了官、商、文、民、
兵、匪之间的传奇故事。

王超帏饰演黄子荣的弟弟
黄子田，性格忠厚善良，负责黄
家酒坊和田庄，常常为家族左
右奔波，遮风挡雨。这次王超帏
将从30岁一直出演到60多岁，
年龄跨度长达30余年，对此他
表示：“这个角色最大的困难就
在于年龄跨度大，青年、中年、
老年的心态和形态是不同的。
我可能上午还在演青年，晚上
就得演老年。”

王超帏此次是继《知青》、
《老农民》之后，与张新建导演
三度合作。由高满堂、张新建、
吴雪松等组成的金牌创作团
队，创作了众多有口皆碑的精
品之作，此次《大运河》更是历
时三年、四易大纲、五易剧本，
展现了创作团队对作品高度负
责的精神。 李米

谍战大戏《天衣无缝》（原名
《猎谍者》）惊艳曝光了演员全线
阵容，揭开了《天衣无缝》角色扮
演者的神秘面纱。除了有特邀主
演陆毅，领衔主演秦俊杰、徐璐、
胡海锋三位实力青年杰出演员
外，主演张芷溪、朱刚日尧、莫小
奇、孙佺、丁勇岱、丁海峰也确定
加盟演员阵容，吴越、胡静、李乃
文、吴刚、刘威葳、许亚军、钱泳
辰、佟丽娅、李建义、张凯丽、冯
雷、高露、许文广、张可盈等经验
丰富的戏骨也作为特别主演助

力《天衣无缝》。该剧由《人民的
名义》导演李路执导，《伪装者》
编剧张勇编剧。

老中青三代同台飙戏

自从《天衣无缝》曝光主创
团队以来，优秀的制作班底让这
部精品之作备受热议，而每个角
色花落谁家吸引了许多网友的
关注。近日，《天衣无缝》一改往
日神秘之感，“耿直”曝光全线演
员阵容，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
量太大。”而该剧出类拔萃的演
员配置也为不少谍战系铁粉吃
了一剂定心丸。作为领衔主演的
秦俊杰、徐璐、胡海锋让人看到
了《天衣无缝》对青年优秀演员
的追求与认可。

除了三位领衔主演外，特邀
领衔主演陆毅的出现使人眼前
一亮，其饰演的资历群，身份复
杂、充满自负、为了信仰不惜一
切代价，是一个足智多谋又果敢
的领导类角色，据悉，这样的角
色是陆毅颠覆其以往形象的珍
贵之作，日后会带来意想不到的
反转，为此许多网友纷纷留言：

“期待陆毅演不一样的角色。”而
其他主演也一一登场。孙佺、丁
勇岱、丁海峰在剧中分别扮演林
景轩、文四益、刘玉斌。多位耳熟
能详的演员齐聚一堂，老戏骨与
颜艺俱佳的青年演员强强联合，

让观众对《天衣无缝》的期待值
直线飙升。

“人民的名义”团队加持

不仅一众主演阵容颇为抢
眼，汇集了演技派、《人民的名
义》系的特别主演阵容同样令
人惊艳。《我的前半生》让不少
观众记住了温柔朴素、为爱扑
火的吴越，也更加期待其饰演
的董细妹一角。作为电影、电视
剧、话剧多栖发展艺人，李乃文
在《天衣无缝》中饰演江绍成。
而钱泳辰、高露、张可盈分别扮
演了明堂、程竹、茜茜。在《北京
爱情故事》等多部影视剧作品
中露出锋芒的佟丽娅，也将友
情加入《天衣无缝》。

众所周知，《天衣无缝》的导
演李路曾因《人民的名义》而广
受好评，此次的演员班底中，原
班演员阵容也悉数亮相，除了陆
毅外，胡静（饰陈萱玉）、吴刚（饰
顾文清）、许亚军（饰于先生）、冯
雷（饰王成栋）、李建义（饰贵闻
珽）、张凯丽（饰贵母）等也都在
该剧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将全
身心都投入到角色塑造的戏骨，
在让观众们看到了《天衣无缝》
精心打造“不将就”好剧的决心
的同时，也侧面佐证了这部精品
之作不同寻常的魅力。

本报综合

快来数“星星”

《天衣无缝》集齐老中青20多位演员

隔记者 逯佳琦

随着一大批荷尔蒙
爆棚的军旅剧争相登陆
各大卫视，我国的军旅
题材电视剧开始迎来发
展的好时光。进入今年
的第四季度，有观众发
现，军旅剧不但热度不
减还玩出了新的花样：
让中国军事力量走向世
界的《维和步兵营》、聚
焦 潜 艇 兵 的《 深 海 利
剑》、展示消防兵的《特
勤精英》、讲述海上救援
的《碧海雄心》……不同
主题、不同视角的军旅
剧竞放荧屏，正能量之
外又创意满满。

《《特特勤勤精精英英》》英英姿姿飒飒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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