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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严肃题材的剧集
很有亮点，比如央视一套热播的

《黄大年》只有 6 集，将爱国科学
家的形象表现得生动真实。央视
八套播出的《爱人同志》，其拍摄
手法更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看起
来严肃的影视剧最后都获得了
观众的一致叫好。

《黄大年》再现赤子情怀

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
的电视剧《黄大年》是以著名地
球物理学家、“千人计划专家”黄
大年为原型，它只有短短 6 集，
但一位海归科学家“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的赤胆忠心，绝不会
被篇幅所限。

剧中，黄大年的饰演者丁勇
岱是一个老戏骨，这次他扮演的
角色获得不少好评，通过诸多细
节将科研工作人员的形象和一
颗赤子心表达得淋漓尽致：火速
回国、顾不上叙旧就要开展工
作、与孤灯相伴、在电脑前啃个

玉米权当午餐，“演得精彩，儒雅
有古君子风，又不刻板”。

在现实中，2009年12月，享誉
全球的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放
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国，扎根科
研一线、教育一线，期间带领团
队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取得了
一系列成就，2017年1月8日因病
去世，被评为“时代楷模”。在剧
情上，该剧主要围绕他回到母校
吉林大学任教前后的一系列故
事展开。

另外，张凯丽饰演的黄大年
妻子雪梅也非常接地气，全力支
持丈夫回国，这种勇敢付出也感
动了很多人。同时，饰演他女儿
彤彤的演员张佳宁同样被评演
技了得。

有看过剧的观众评价说：
“电视剧让黄老师的形象更加生
动，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他的
赤子情怀。”“作为科研工作者，
还是要有信仰，才能沿着黄老师
的足迹，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爱人同志》得到观众认可

在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的
《爱人同志》由王雷和李小萌夫
妻档出演，它聚焦上世纪20年代
人的青春和成长。剧中，在岭南
小镇惠平，大户人家的小姐沈梦
苏，因父母之命被许配给麦家大
少爷麦秋实，两个人在思想交流
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相爱了，又
因前尘往事而解不开心结，但此
后他们逐渐坚定理想，走上同一
条道路。

观众评价说，该剧剧情节奏
很快、悬念环环相扣，着重展现
人性的真实，该剧也取得了同时
段收视第一的好成绩。大量长镜
头的运用营造出的身临其境感
也获得点赞。比如男主角麦秋实
去联络点被敌人发现的戏份，从
他半空中跳到联络点、敲门、被
敌人发现锁门、逃跑、敌人追逐、
穿过一条街撤退到车站、上车，
都是一个镜头完成的。

由林永健、蒋欣、童蕾、梁
振伦等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励
志剧《凡人的品格》10月28日起
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每晚19:30
开播。剧中的蒋欣和林永健 ,一
个是霸道总裁，一个是职场菜
鸟，两人经历从“死对头”、“亦
师亦友”到“好搭档”、“人生伴
侣”的身份转变，二人组成的

“非典型”CP将成为该剧另一大
看点。

聚焦小人物的成长

即将开播的《凡人的品
格》，将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
给观众带来生活的感悟和启
迪。该剧将以平凡人的创业、生
活、情感故事为主线，讲述都市
小人物展大鹏（林永健饰）、畅
歌（蒋欣饰）的成长史。

与过往的都市情感剧专注
于一条叙事主线不同，《凡人的
品格》将从事业、亲情、爱情三
线推进，编织出最真实的都市
人生活状态。事业方面，展大鹏
本为著名电视制片人，但却因
为与搭档方昕然理念不合分道
扬镳，遂坠入事业谷底；展大鹏
的儿子展昭放弃国外留学机
会，只身回国圆自己的创业梦，
几经波折；职场菜鸟畅歌怀揣
新闻梦想，一心想成为中国的
奥普拉，却面临现实障碍……
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境遇

的他们，将为观众展现当代都
市生活的酸甜苦辣。

除此之外，《凡人的品格》
还将花费大量笔墨描绘都市人
复杂的内心世界。有展大鹏和
方昕然间“爱情与面包”的抉
择；有展家三代人之间血浓于
水的亲情；亦有展大鹏与畅歌
之 间 历 经 坎 坷 后 的 暗 生 情
愫……“有欢笑，有泪水，有踌
躇满志，有心灰意冷，在《凡人
的品格》中，这些都将得到一一
呈现。而这，本就是生活该有的
样子。”徐宗政表示。

林永健突破戏路

早在《凡人的品
格》演员阵容公布之
初，蒋欣和林永健的
CP 组合就曾经引发了
观众热议。“蒋欣和林
永健，排列组合方式恐
怕又是大女人、小男人
吧？”“看着挺不搭的，
有点‘非典型 CP’的意
思。不过两位演员都是
实力派，也许会有意想
不到的效果。”网友议
论纷纷。

随着《凡人的品
格》定档江苏卫视，更
多剧情内容也一一浮
出水面。与观众此前的
猜想略有不同的是，此

番出演《凡人的品格》，蒋欣和
林永健都将打破自己原有的荧
屏标签，完成自我突破。

剧中，畅歌是一个初出茅
庐的职场菜鸟，梦想看起来遥
不可及，用蒋欣自己的话来说
是一个“有点傻，有点萌”的姑
娘；而展大鹏则号称金牌制作
人，战地记者出身的他无论生
活中还是工作时，都是标准的

“霸道总裁”一枚。就是这样两
个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都市
男女，却在一系列的变故之后
越走越近。 刘娜

《凡人的品格》：林永健首演霸道总裁

过去两年，荧屏上无数
看起来很严肃的影视剧最
后都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叫
好，惊喜越来越多，这也说
明，拍什么固然重要，但怎
么拍更重要。

过去，不少创作者在创
作主旋律作品时，思维上有
些保守，主观上已经认定年
轻人不会喜欢，更不会想着
要如何打动年轻人，所以最
后的结果是，作品剧情生
硬、表演僵硬，这自然无法
打动观众，这类作品没有人
看，就导致创作者认为大家
不喜欢看。但其实，观众挑
的不是题材，观众想要了解
的东西很多，这就要求创作
者认真、真诚地讲故事、塑
造人物，就一定能让更多的
严肃题材绽放光彩。

《黄大年》短小精悍、绝
不拖泥带水，《爱人同志》让
人耳目一新，制作水准远超
流行题材的作品，观众自然
青睐。因此，没有什么题材是
绝对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
一切都看创作者怎么想、怎
么做。

在多元化的今天，影视
工作者要做的是，让每个观
众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找
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曾俊

观众挑的不是题材

由蒋雯丽主演的46集兵团
生活题材电视剧《花儿与远方》
日前正在安徽卫视和山东卫视
热播。该剧讲述了上世纪 50 年
代初，一群山东女兵响应国家
号召，远赴新疆兵团和战士们
一起垦荒、建设边疆的故事。

在《花儿与远方》中，蒋雯
丽一改以前温婉精致的模样，
嗓门高亢，快人快语，经常在戏
中坐在板凳上咬着煎饼生啃大
葱，更是增肥10多斤，只为让自
己的外形也看起来更贴近角
色。对于观众质疑中年的蒋雯
丽并不适合出演年轻时期的郝
玉兰一角，《花儿与远方》的导
演鲍成志反而认为蒋雯丽把这
个角色诠释得十分到位，“当时
觉得军垦生活距离现在生活比
较远，很担心观众不能理解当
时那个年代，所以郝玉兰这个
角色需要非常丰富的人生阅
历，只有蒋雯丽这样的女演员
才能够演好。”

郝玉兰直率要强的个性让
蒋雯丽在拍戏过程中感觉重返
青春时期，“我觉得一方面是她
的个性，然后还有一方面她爽
朗、开朗，她的性格也会让她显
得年轻，她走路都是很有精神
气，雄赳赳气昂昂的，特别朝气
蓬勃。”郝玉兰的性格特征让蒋
雯丽也把自己的精神状态调整
到了最佳，和女兵队伍中的“领
头雁”渐渐重合。 得得

《花儿与远方》
蒋雯丽为演戏增肥

改编自同名人气漫画，由
赵志伟、徐洋、张瑞涵等主演，
黄元达执导、尤丹任制片人的
高能青春氧气剧《蔚蓝 50 米》
正在热播中。剧中赵志伟饰演
的天才少年张若晨，冷面寡言
却内心温暖，勇敢执梦的坚定
也令不少观众动容。

作为热血励志青春剧，男
主角赵志伟表示自己和剧中
角色张若晨一样，目前也正处
在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作为
新生代演员的他，希望自己可
以把握每一次机会，并向成为
一名优秀演员的目标不断努
力着。

谈及拍摄此剧时最大的
挑战，赵志伟坦言自己怕水，
但最终还是克服并开始享受
游泳这件事。而且在学习游泳
之初，赵志伟更是专门去找了
世界游泳冠军孙杨的游泳和
专业比赛视频来看。他表示，
除了能从中学习游技能意外，
更多的是在视频中，感受职业
游泳运动员在比赛最后一刻
到达终点的兴奋和自豪感。

本报综合

《蔚蓝 50 米》
赵志伟“偷师”孙杨

近日，2018 湖南卫视广告
资源分享会在长沙召开，演员
佟大为现身推介由自己和刘
诗诗领衔主演的创新纯爱剧

《如果可以这样爱》，透露新剧
充满“颠覆”，并现场朗诵情
诗，还原剧中耿墨池（佟大为
饰）为白考儿（刘诗诗饰）手写
情诗的情节，点燃现场气氛。

谈及首度合作刘诗诗，佟
大为赞不绝口，直言“这是诗
诗最好的一部时装戏”。伴随

《如果可以这样爱》的最新版
片花曝光，“为你写诗”情侣隔
空合体，引得该剧观众期待值
爆表，网友纷纷转发留言“求
播出”。

《如果可以这样爱》是佟
大为和刘诗诗首度合作的电
视剧作品，一个是桀骜不驯的
国际钢琴家耿墨池，一个是肆
意洒脱的电台主播白考儿，两
人剧中饰演了一对格格不入
的欢喜冤家。

佟大为介绍，《如果可以
这样爱》是一个颠覆以往的爱
情故事，题材、人设是以往影
视剧中从来没有过的，比如

“男女主角的相识就不同寻
常，他们带着一点点的挑衅和
报复，跨越重重阻碍最终相
爱，本身就极具看点和戏剧张
力。”谈及搭档刘诗诗，佟大为
赞不绝口，“这部戏，诗诗和之
前很不一样，是我看过的她时
装戏里最好的一次”，更隔空
打 call 称，“诗诗这次演的是猫
系女神经，做出的突破很大，
有一场吵架的戏，她甚至要往
人身上扔鞋子”。 得得

《如果可以这样爱》
佟大为透露剧情颠覆

主流电视剧当道

严肃题材也能拍得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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