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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意◆

前作水准太差要重拍

《大秦帝国》系列小说曾在
2009 年就被搬上荧屏，其中第
一部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
反响最好，如今再查豆瓣评分，
该剧评分高达 9 . 1 分，而随后搬
上荧屏的《大秦帝国之纵横》

《大秦帝国之崛起》豆瓣评分依
然在 8 分以上，但播出后反响平
平，谈及此前的三部作品，孙皓
晖觉得第二部和第三部拍得很
不理想，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

“和原著背离太大了，经过我们
编创部的同志比照，故事的查
重率不足，这样一来就不是改
编原著了，实际是以他们自己
另外的思路再编了第二部和第
三部的故事。”

决定再次将自己的作品拿
出来拍成影视剧，为了保证电视
剧和小说的精神内核一致，孙皓
晖认为亲自上阵非常有必要，

“剧本一旦确立是不允许改编
的。导演没权力改编，谁都没有
权力改编，可以在讨论中间提出
意见，完全是可以容纳各个方面
的意见，那么修改也是统一由原
来的编剧修改，而不是由任何人
现场随便改。”

◆有意义◆

让“历史正剧”回归荧屏

孙皓晖表示，《大秦帝国》引
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各
个年龄阶段、各个职业和阶层引
起的普遍共鸣，是因为“大秦帝
国”所处的历史背景很特别，是
第一次文明重建。

其实中国电视荧屏并不缺
古装剧，而古装剧充斥着宫斗、
阴谋论、多角恋等等，更多是肥
皂剧，而孙皓晖此次要将“历史
正剧”带回荧屏，“历史正剧”最
重要的使命是积极正面的价值
观，但现在不少古装剧正是败在
价值观上，“凡是肥皂剧里面的
政治生活基本都是阴谋论，情感
上以多角恋为主导，这个几乎是
所有古装剧里面存在的最大的
缺陷，离开这两个就没法拍”。

如何判定“历史正剧”？孙皓
晖认为：“从故事框架上来说，至
少所写的70%左右的历史要是真
实的。如果我们号称是历史正剧
而写的是一半虚构一半真实，那
就不叫历史正剧。其次历史人物
要真实，我们必须尊重史书和考
古所发现的一些东西，就这个人
物他的籍贯是什么，他的出身是
什么，他的文明史是什么，比如

说他出身贫寒，我们不能写成富
有，这些必须是真实的。”

◆风格化◆

台词曾难倒“老戏骨”

亲自上阵担当编剧，最让孙
皓晖头疼的是，找不到合适的演
员来出演嬴政，对于嬴政形象的
描述，孙皓晖直言：“太平御览记
载秦始皇高一米九几，而且他的
体魄也很强健。”对于能出演嬴
政演员的要求，“至少一米八五
以上吧，他穿着靴子给他做高一
点，你至少实际身高得一米八五
左右，然后冠一戴，衣服一穿，本
身关键是一种内在气质。”

孙皓晖透露拍摄《大秦帝
国》第一部时，剧本台词就曾难
倒王志飞，“像王志飞，号称记台

词功力最硬的。他上场从来不拿
纸片，台词了然于胸，但是一进
剧组演商鞅，王志飞就说：‘这个
台词怎么弄，记又记不住。’”

结果后来包括吕中等老一
辈演员，进组后晚上都在研究台
词怎么说，再拍《大秦帝国》，孙
皓晖希望保持与第一部一样的
风格，这也意味着台词又将对演
员是一大挑战。

为了解决找不到演员的难
题，孙皓晖有个建议：“我们准备
在全球华人圈里面招聘嬴政这
个演员，也许业余的能涌现出我
们视野里现在还没有呈现出的
天才，所以嬴政这个演员，我们
希望在中国能有一个好的演员，
把他的气质、气度、贡献能表现
出来。” 王磊

《大秦帝国5》
找不到“秦王”很头疼

一直以来，对于演戏，“不按
常理出牌”是外界对姜武的印
象。无论是《洗澡》里那个傻傻的
二明，还是《天注定》中不满贪腐
的大海，姜武都用他独特的演绎
方式，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荧屏
形象。日前，他在北京卫视正热
播的《生逢灿烂的日子》中，饰演
命运波折的郭小江。看似是一幕
充满坎坷波折的灰色人生，而姜
武却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
呈现，化解了生活的苦难。

“反着”演绎生活的苦

电视剧《生逢灿烂的日子》
主要讲述了老北京胡同里一户
普通人家四兄弟从孩提
到而立至不惑的人生历
程。剧中，姜武饰演的遍
尝坎坷的大哥郭小江，无疑是四
兄弟中命运最波折的。看上去有
点窝囊憋屈，又有点招人怜爱的

“老大哥”，却最终用自己的方式
迎来“柳暗花明”。

姜武解释：“剧中的表演方
式跟生活阅历等各方面都有关
系，基于你如何去看待所谓的

‘苦’。如果你把苦当成一个乐
子，就能辩证地去思考，这事儿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或许是好事。
演戏也是这样，苦的东西，再用
苦的方式去演，就没有意思了。
好的表演应该此像卓别林那样，

苦中有乐，这是高级的一种表演
方式。”

在姜武看来，有时候“反着”
去演绎，会有更不一样的感悟。
而不按常理出牌，并不是不按照
剧本走戏，姜武表示：“人物的魂
儿是不能改变的，在魂儿的基础

上，演员可以加入一些对这个角
色的理解，只是为了让这个人物
更深刻，更真实。”

“哄着”黄磊聚会时做饭

剧中郭小江憨厚呆萌，戏外
的姜武则格外有“灵性”。大学时
他是班长，被问及作为班长如何
将事情分配到他人身上时，他回
答说：“这就是用人之道了，让别
人做事首先要学会赞美，以后那
个人就会很自觉把这件事儿给做
了，比如当时我们总夸黄磊做饭
既好吃又干净，后来每次有聚会
的时候他都会比较自觉去做饭。”

虽然国际国内奖项拿了
不少，圈内圈外赞誉有加，但
姜武并不属于乘胜追击、野
心勃勃的那一类。近两年

来，姜武也似乎放慢了脚步，问
及原因，姜武表示：“一方面确实
没有摊上自己看得上的东西，要
干就得干自己喜欢的事儿，不然
真是耽误工夫，到了这岁数也没
工夫把精力搭在毫无意义的事
情上；另一方面是以后的重心会
更多放在家庭上，学会放下一些
东西，现在要开始学会减负，学
会珍惜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东西。
其实父母、亲情才是最重要的，
是人活着真正需要的，我们所追
求的事业，包括演戏，多一部少
一部，都没那么重要。” 吴笑文

姜武：用“黑色幽默”化解人的苦难
情感剧《你迟到的许多

年》历经四个月拍摄，已于近
日正式杀青。该剧由林柯、黄
力加执导，严歌苓担任原著
编剧，刘毛毛任总出品兼总
制片，黄晓明、殷桃、秦海璐、
曹炳琨主演，主要讲述了改
革开放浪潮下铁道兵转业军
人沐建峰在商海中沉浮、在
情场中辗转，在成长路上寻
找迷失的自我、回归初心的
故事。

《你迟到的许多年》是黄
晓明在 4 0岁之际的重要之
作，他演绎的有血有肉的转
业军人，相信会给观众带来
不一样的惊喜。而殷桃则说
道：“非常开心和大家度过了
非凡的4个月，离别代表了新
的开始，这个故事不只有我，
更有你们每一个人，期待我
们的相见。”

林柯导演无论是对大时
代的把控，还是对小人物的
拿捏都恰到好处。编剧严歌
苓擅于塑造社会底层小人物
和刻画细腻情感，总出品兼
总制片刘毛毛的每部作品真
情实感反映出了当下社会真
真切切的现实问题。正是台
前幕后一众影视匠人的倾力
付出，保证了《你迟到的许多
年》的精彩。

得得

黄晓明40岁之际
迎“重要之作”

演员刘涛和知名主持人金
星，早前都曾爆料，称有位新生
代女星演戏时用“念数字”代替
台词，事后再靠幕后配音完成，
引发网友好奇这位“数字小姐”
到底是谁？不少网友把矛头指
向徐璐，而她日前在颁奖典礼
获奖时，就针对传闻作出回应。
徐璐在《后宫甄嬛传》饰演玉娆
打开知名度，当时“数字小姐”
爆料一出，很多网友就发现她
在剧中的口型与台词明显对不
上，因此引来不少人猜测她就
是数字小姐。

近日，徐璐在某活动凭着
电影《闪光少女》拿下年度新锐
演员奖，上台发表获奖感言就
特别提到传闻，眼眶泛泪说：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拍出更
多好的作品，向大家证明我不
是网上说的‘数字小姐’”，事后
更在微博表示“这个奖很沉，我
说出了我的真心话”，可见其压
力不小。

事实上，对于网友纷纷把
“数字小姐”的矛头指向她，徐
璐日前接受专访就曾解释，称

《甄嬛传》中出现口型和配音对
不上，是因为后期调整台词，坚
定表示：“我不是‘数字小姐’，
我会证明我不是那样的人！”

棕鹤

徐璐痛哭否认
自己是“数字小姐”

出品了《千山暮雪》《金玉
良缘》等热门剧的梦幻星生园
影视，日前在京发布了2018年
电视剧片单，罗晋终于“放下”
女友唐嫣，改和周冬雨合演

《幕后之王》，黄宗泽则挑战自
我，在《我知道你的秘密》里一
人分饰两角。

当天到场的演员罗晋和
黄宗泽，他们出演的电视剧类
型各有不同。像罗晋主演的职
场剧《幕后之王》，聚焦的是综
艺制作人职场。几乎没有参与
真人秀的罗晋表示，综艺节目
带给人欢乐，但其幕后工作人
员的生活与经历却很少被人
关注，“我们经常接触到很多
幕后的人，是他们的努力才成
就演员幕前的光鲜”。当天揭
晓的女主角人选，是金马影后
周冬雨，她在剧中饰演节目制
作实习生布小谷，罗晋直说很
期待，“我会和周冬雨相互学
习”。导演李骏透露，《幕后之
王》将于本月开机。

另一位到场演员黄宗泽，
提到新剧时直呼是大挑战，原
来他一人分饰“陆北辰”“陆北
深”两角，两个角色一正一反，
极富反差。黄宗泽现场用两个
不同人物的语气表演台词大
秀演技，获得全场掌声，但他
还是说拍这部剧压力大，“不
但考记忆力还要考演技”。

陈慧

罗晋搭档周冬雨
演绎综艺制作人

《大秦帝国铁血文明》将要投拍，预计要拍摄100集。12月3
日，在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大秦帝国》原著作者孙皓晖透露

《大秦帝国5》将投拍，而最让他头痛的是在中国男演员中找不
到秦王嬴政的扮演者。该剧将于明年四五月开机，有望2019年
年底与观众见面。

《《大大秦秦帝帝国国之之崛崛起起》》张张博博饰饰演演嬴嬴稷稷

姜姜武武在在剧剧中中饰饰演演““憋憋屈屈””的的大大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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