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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凡人的品格》正在
江苏卫视热播，蒋欣饰演的电
视圈职场新人“畅歌”是一个拼
命三娘，她帮助林永健饰演的电
视制作人重返人生巅峰。蒋欣近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仅谈到了

《凡人的品格》，也回应了有关翻
拍剧《半生缘》的选角质疑。蒋欣
直言不讳：“《凡人的品格》里的

‘畅歌’最像我，《半生缘》里的
‘顾曼桢’不适合我。”

“畅歌”最像我

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

蒋欣坦言，《凡人的品格》
对她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挑战
性：“这部戏的制片人是我的朋
友，我就来帮朋友忙。导演觉
得我生活中的真实状态和戏
里的畅歌很像，在困难面前永
不低头。”不过，她在剧中也颠
覆了以往的干练形象，还因此
被质疑“强行装嫩”。对此，蒋
欣回应说：“我在生活中就是
这个样子，内心住着一个粉红
少女。所谓装嫩，可能是大家
不了解我。”至于被指自带“御
姐范儿”，蒋欣承认：“我人高
马大，长得比较猛，再瘦也瘦
不到哪儿去，所以从身材上来
讲，大家可能更容易信服我演
御姐吧。”

《凡人的品格》是蒋欣与林
永健第二次合作，蒋欣说：“这
次的合作方式截然不同，我以
喜剧的方式演，他变成了一个
冷面大叔。”在片场，她却经常
被林永健逗着玩：“健哥特别好
玩，走到哪儿都能带来欢笑，而
且他逗别人笑，自己不笑。”因
为片场充满搞笑氛围，蒋欣坦
言：“这部戏的很多台词都是我
临场发挥的，导演给了我们很
多创作空间。”

“曼桢”反差大

很担心会被观众挑剔

目前，蒋欣正在和刘嘉玲、
郑元畅、郭晓东等拍摄电视剧

《半生缘》，刘嘉玲饰演“姐姐”
顾曼璐，蒋欣饰演“妹妹”顾曼
桢。对于这部剧的女演员人选，
网友纷纷吐槽，指蒋欣不具备
张爱玲小说中“顾曼桢”的温柔
气质。蒋欣坦言：“曼桢其实并
不吸引我，我也觉得自己更适
合演曼璐。这部戏最吸引我的
是杨亚洲导演，还有刘嘉玲姐
姐。”蒋欣毫不掩饰对刘嘉玲的
崇拜：“她性格好，而且戏也好，
能跟她合作，相信会是一个非
常好的学习过程。”蒋欣还爆料
自己喜欢梁朝伟：“我特别不好
意思地向姐姐表达了我对姐夫
的爱。”

《半生缘》此前曾多次被拍
成影视作品，吴倩莲饰演的电
影版“曼桢”和林心如饰演的电
视剧版“曼桢”都堪称经典。蒋
欣直言担心自己会被观众挑
剔：“每个演员都会演出自己的
版本，而观众心目中也会有不
同的版本，我只能尽量演出‘蒋
欣版顾曼桢’。因为情节调整，
这次的剧本有可能跟小说有很
大差别。虽然是翻拍，但我们肯
定不可能翻拍得和之前的版本
一模一样。”

据《广州日报》

蒋欣回应《半生缘》选角质疑：

冲着杨亚洲和刘嘉玲去的近日，由高亚麟执导，周小
斌、姜超、毛孩、白志迪、刘思
言、东靖川、孟子叶、许娣、阿
楠、蒋佳恩、李峥等联袂主演的
电视剧《伙头军客栈》杀青。本
剧集结了《炊事班的故事》原班
制作班底，还有关晓彤、乔杉、
柳岩、吴樾、李金铭、李勤勤等
演员加盟客串。

《伙头军客栈》讲述了一群
退伍老兵再就业的故事，以啼
笑皆非、有笑有泪的方式演绎
了这群信仰不变的群体回归现
实社会的喜怒哀乐和励志人
生。据悉，高亚麟十八岁参军入
伍，多年的军旅生涯让军旅情
结根植于心，终于借由《伙头军
客栈》这部剧向这个特殊的老
兵群体致敬，重塑“退伍不褪
色”的军人形象。

正如主演姜超在微博中
所说：“25年前我和亚麟同学
共同的银屏处女作《三国演
义》，那年我17岁脸上还带着
稚嫩，亚麟也刚20出头面容清
秀俊朗。25年后，兄弟同心打
造《伙头军客栈》，变化的是年
龄，不变的是兄弟的情义和相
聚的快乐！”此条微博也让观
众很感慨。

多年前《炊事班的故事》曾
引发观众收看热潮，其中的主
演周小斌、姜超、毛孩以及高亚
麟也结下深厚情谊，并且延续
至今。现在原班人马能够重聚，
来一记漂亮的回忆杀，也让观
众十分期待。 王青

《伙头军客栈》
客串阵容强大

11月17日，电视剧《飞行少
年》在东北某空军机场停机坪举
行“飞行日”活动。主演严屹宽、
范世琦、张哲、孙铱、杨东清、李
墨之等身着制服齐齐亮相。

该剧讲述了严屹宽饰演
的我国第四代战机金牌飞行
员孔新，因为身体原因停飞，
作为曾经金头盔奖得主的他，
被特别安排到少年航校任教。
面对一群性格迥异的学员，他
因材施教，并以身作则，与他
们一起进行严格的训练，最终
将他们培养成才，也实现了自
己重回蓝天的梦想。

当主持人问到严屹宽，出
演一名军人，最大的感触是什
么？严屹宽感慨，要成为一名
真正的军人，是非常不容易的
事情。作为演员，对军人心怀
敬畏但也有些遥不可及。真正
来到了部队，接触到了真正的
军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东西。同时必须要给自己更高
的要求，压缩适应的过程，加
快学习的速度，不止是饰演军
人，而是誓言成为一名真正的
军人，才能不负使命。 朱明

《飞行少年》
严屹宽成教官

由范冰冰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赢天下》终于定档。11 月 21
日晚，唐德影视官方微博发布定档公告，称江苏卫视与东方卫
视分别以 23250 万元购得电视剧《赢天下》的首轮卫视播映权。
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剧最终很可能超过 70 集。若按照 70 集结
算，网络独播权最终的成交价格将达到 5 . 25 亿。斥资 5 亿多打
造的《赢天下》仅首轮网台播映权就获得 9 . 9 亿元的收益。

范冰冰主演未播先火

斥资 5 亿多打造的《赢天
下》，是《武媚娘传奇》原班人马
的又一力作，备受观众关注与期
待。该剧讲述了战国末期，巴氏
三姐妹在家道中落被贵族驱逐
后，巴清意外卷入了咸阳宫政治
漩涡中，以弱女子之身一步步走
入大秦上层，最终成就传奇人生
的故事。演员阵容可谓相当豪
华，除了高云翔、严屹宽两大帅
哥为范女王保驾护航外，还有马
苏、张国立、郭品超领衔主演，徐
帆特约出演，潘迎紫、潘虹特别
出演。

而在 9 月杀青后，剧组透
露，《赢天下》从 2016 年 8 月 9 日
开机到 2017 年 9 月 19 日杀青，
累计拍摄天数 282 天，全体演职

人员逾 2300 人，共计 258 个大场
景，568 个小场景，共拍摄 2895
场戏，仅服装总数量逾 7000 套，
武器总数量逾 60000 件，道具总
数量逾 6 0 0 0 0 件，置景总面积
80000 平方米。

早前，范冰冰在微博晒出
《赢天下》剧照之后，点赞量达到
10 万，评论数超过 4000，转发超
过 1 万，连剧照装扮都引起热
议，IP价值迅速孵化，让该剧“未
播先火”，并在2017微博电视影
响力盛典上荣获“最受期待电视
剧”。《赢天下》号称制作成本高
达5亿，是亚洲电视剧单体最大
投资，并且被视为各大卫视征战
2018年剧场的重要筹码。虽然此
前曾有传闻《赢天下》被湖南卫
视“退片”，但如今看来显然是假
消息。

吸金有道收益看涨

11 月 21 日晚间，唐德影视
发布公告称，江苏广电集团旗下
江苏卫视和上海文广集团旗下
东方卫视，分别以23250万元获得

《赢天下》的首轮卫视播映权。加
上此前天猫技术购买《赢天下》
的网络独播权收益，投资5亿多
的《赢天下》仅首轮网台播映权
就获得9 . 9亿的收益。

根据协议内容，《赢天下》将
在 2018 年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
黄金档拼播首轮播出。而在网络
平台的播出，此前唐德影视已与
天猫技术签订了网络独播权协
议。随着卫视档的确定，《赢天
下》也确定为“网台同步播出”。

与此同时，唐德影视在另一
则公告中称，天猫网络独播权的

价格也随着卫视档的最终确定，
单集授权费用调整为人民币 750
万元整，该剧暂定 60 集，总费用
合计暂定人民币 4 . 5 亿元。不
过，公告还补充说，网络独播权
的“最终集数以发行许可证所载
集数或卫视播出集数少者为准，
最多按照 70 集结算”。

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剧最终
很可能超过 70 集。如此一来，该
剧网络独播权最终的成交价格
将达到 5 . 25 亿。加上首轮卫视播
映权，《赢天下》将在首轮播映权
中获得 9 . 9 亿的收益。

去年热播的《武媚娘传奇》，
首轮卖给湖南广电的价格才250
万元一集，82集一共2亿出头。

《赢天下》的成绩已经是《武媚娘
传奇》的5倍！仿佛看到了范女王
霸气的笑容。 本报综合

曾黎凌潇肃
新剧“冰火不容”

近日，由罗云熙、孙铱、凌
潇肃、曾黎主演的都市医疗剧

《儿科医生》正在山东卫视花漾
剧场热播。开播以来，不仅剧中
展现的医患与亲子关系引发讨
论，褚子健（凌潇肃饰）与叶梅

（曾黎饰）十二年前的爱恨情仇
也同样令观众们期待。

曾黎在剧中饰演的儿内科
主任叶梅，是一个冷若冰霜的

“职场白骨精”，对手下的实习
医生严苛至极，经常把她们骂
得狗血淋头，但“刀子嘴豆腐
心”的她实则是为帮助唐雨佳

（孙铱饰）等新人今后更好的成
长。看似刀枪不入的“女强人”
叶梅最大的痛点就是在同一医
院工作的儿外科主任褚子健

（凌潇肃饰）。与叶梅的“冷”不
同，褚子健待人温和亲切，对待
属下耐心教导。就是这样“冰火
两重天”的二人却曾是彼此的
初恋。褚子健会对书中夹有叶
梅的照片发呆，叶梅会在拿到
褚子健用心找寻的医疗资料后
生气苦恼，工作之外再无交流
的二人究竟发生过什么？叶梅
憎恨褚子健十二年，褚子健的
老婆为出国提离婚，这对“初恋
CP”感情线的未来发展将会十
分有趣。

该剧不仅讲述了儿科病房
内患儿、家属与医生三者之间
爱与希望的故事，也关注到了
叶梅、褚子健代表的一众青年
医生的生存现状，“工作狂”叶
梅任务繁重至今单身，“一把
刀”褚子健迎来离婚危机。这些
与中国职场青年息息相关的实
际问题一一浮现。 薛庆

蒋蒋欣欣不不惧惧争争议议

严严屹屹宽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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