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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榜》第一部“大火”是
珠玉在前，但也给第二部带来了
空前的压力。之前业内曾经盛
传，第二部无论谁来演都会“挨
骂”。在这种舆论风向下，黄晓明
演了。

萧平章和自己很像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中，作
为特别主演助阵的黄晓明出演
萧平章，和20岁的刘昊然（演萧
平旌）在剧中演兄弟。接下这个
角色，黄晓明透露是缘分使然，

“这个团队是我非常欣赏的老乡
团队，正午阳光大部分都是山东
人，其实之前找过我两次，一次
是我脚断了没有接成，另外一个
是别的原因错失了。我看了这个
剧本之后，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编剧老师也告诉我，这是她非常
喜欢的角色之一，这是缘分吧，

怎么样都得接。”
对于萧平章这个角色，黄晓

明透露和自己很像，“我在家里
面就是长子长孙长外孙，我们山
东人是讲究忠孝两全，这些地方
跟我这个人物是很像，既是儿
子，又是哥哥，也是丈夫，又是国
家的长林士子、长林军的副帅。
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也非常大，其
实也有点像我自己”。

压力大不是因为胡歌

谈及此次接演会否有压力，
黄晓明也十分坦诚，“一定会
的”。但他说压力更多来自于自
己，“我真正的压力不是来自于
胡歌，也不是来自于《琅琊榜》，
是来自于我对自己的要求，我希
望自己可以达到更高的标准。”

对于可能会面临的吐槽，黄
晓明做好了心理准备，“一路以

来接翻拍的戏和第二部的都没
有少挨骂，但我觉得这是正常
的，既然赶上了嘛，既然喜欢，你
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我不是为
别人活着，不是活在别人的嘴巴
里。所以我还是跟喜欢的团队

（合作），接我喜欢的角色，不管
别人说什么，还是自己开心最重
要。”他表示，“演员有义务和责
任挨观众的骂”。

以往演技多被质疑的黄晓
明，被问及这次还会不会继续

“邪魅狂狷”，他表示这次对表演
很有信心，“可能以前在某些地
方的处理有不到位的地方，其实
我自己并没有在意，因为那是一
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可能会犯的
错误。当时我也非常尽力了。这
部戏应该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
这个戏非常真诚，一个好的团队
激发出真诚的火花。” 宗禾

黄晓明：演员有义务挨观众骂

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主办，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
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
团）共同承办的“新时代影视
创作高峰论坛”昨日在宁举
办。高满堂、王丽萍、吴秀波、
于震等众多来自影视创作一
线的编剧、导演、演员、制片人
等影视工作者和行业主管部
门以及制播单位代表，围绕新
时代影视创作健康发展纷纷
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共同签
署、发布《新时代影视创作倡
议书》。

当天，与会代表对此表示
一致认同的《新时代影视创作
倡议书》中，号召全国广大影
视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追求德艺双馨，
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相统一，不断推出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的精品力作。

论坛上，业界人士纷纷倡
导现实主义创作，如何从制
作、播出等影视生产环节反

“烂片”，“我经常鼓励我们年
轻的同行多拍戏。我只送你们
一句话：不求拍爆款！我希望
我的同仁们能一起让这个世
界上少一部烂片，这是我们的
职责。”导演阎建钢说，“当按
照艺术规律创作的作品不卖
钱的时候，这只是困难时期的
个别表现，说明我们还没有能
力让我们的艺术作品完美。我
从自己做起，不拍烂片，不为

‘骗钱’拍片。”
创作《闯关东》《最后一张

签证》等剧的著名编剧高满堂
自评，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自
己的标准是，“要做思想的开
拓家，做人物的雕刻家，做细
节的插花家，做情趣的烹饪
家，做台词的收藏家”。 扬子

导演阎建钢
承诺不拍烂片

Fun娱乐
《琅琊榜》第一部结尾
时，梅长苏与蒙挚率领军
队开赴北境，为大梁子
民消除危机。新皇登
基，萧景琰为这支功
勋之军赐名“长林
军”，赞其风骨。天
下重回安定，静妃
看着年幼的萧庭
生和小皇子，感
叹了一句：“起
风了。”而一旁
的高公公却回
答 ：“ 这 宫 墙 之
内，风从来就没停
过”。看上去随意
一句话，却是《琅琊

榜之风起长林》的引子。
《琅琊榜 2 》虽是《琅琊

榜》的续集，但梅长苏、萧景琰
等角色将不会出现。萧庭生，
祁王的遗腹子，论资排辈属于
梅长苏的表侄，却因为“祁王谋
逆”一案，错失了皇家玉牒，最
终养在靖王府。梅长苏一直对
其关怀有加，并指导历练。此

次，由孙淳饰演的萧庭生是唯
一一个贯穿两部作品的角色，
也是两部作品之间联系的关键
人物。当年被梅长苏救出的萧
庭生，一亮相就已近暮年，黄晓
明、刘昊然饰演萧庭生的两个
儿子。萧平章（黄晓明饰）与萧
平旌（刘昊然饰）是当年祈王遗
腹子萧庭生的儿子，蒙浅雪（佟
丽娅饰）是琅琊高手蒙挚的后
代，擅长医术的林奚（张慧雯
饰）也疑似与大梁朝堂存在关
系，而萧元启（吴昊宸饰）竟是
当年荣登大宝的萧景琰嫡孙。
蒙浅雪后来和萧平章成亲，一
起为长林军效力。

剧情就围绕着长林军展
开，萧庭生这一脉为大梁边境
的安宁立下汗马功劳，但因为
军功太盛，令朝堂上下对其恶
意揣测……长林军被对手陷
害，而后被撤编，长林府也被封
查。期间，萧庭生、萧平章相继
被害死去，最后是萧平旌为长
林军洗刷了冤屈，证明了忠心
和清白。

有人质疑第二部没有原
班人马出演，注定超越不了上
一部。李雪代表回答，“第二部
已经是四五十年之后的事情
了，涉及到第一部里原角色后
代的问题，如果还用原班人
马，很容易让大家产生角色上
代入的障碍。”

虽然《琅琊榜之风起长
林》在大局上沿袭了《琅琊榜》

“家国天下”的情怀风骨，但在
叙事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孔
笙透露，相较于《琅琊榜》的儒

士色彩，《风起长林》更凸显武
将之风。在《风起长林》中，权
谋之争将更加复杂化，大梁国
除了内部的皇权争斗之外，
还要面对周遭大渝、北燕、东
海等多国侵扰，而以萧庭生
为首的萧氏父子承袭忠义风
骨，寸心寸血守家卫疆。与梅
长苏步步为营，为赤焰军洗
去污名、扶持明君的故事相
比，《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更
像是一部群像大戏，“它把目
光聚焦在整个家族和各方势

力的对抗之上，对于人物命
运的刻画和对情感的刻画也
会更多一些。”

至于《风起长林》和《琅琊
榜》最大的不同，孔笙说：“相
同的地方是第二部延续了《琅
琊榜》的古风古韵和中国文化
的一种追求，精气神上来说是
相同的。不同的是第一部写得
更文人更温柔，这个（展现的）
是武将，更强悍更外化。”孔笙
还提前“剧透”，称《风起长林》
感情戏比第一部要丰富，从父
子情到兄弟情，还有夫妻之
情，均有复杂体现。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再
度归来，对于这部备受期待的
续作，制片人侯鸿亮表示：

“同样的幕后班底，不同的演
员，依旧值得期待，正午团队
专注把戏做好。”导演孔笙、
李雪也对这回的制作很有信
心：“第一部的成功让我们的
创作压力不小，但我们不仅延
续了第一部的品质，而且更上
一层楼。”

据悉，第一部的“处女座
精神”也得以延续。首次与该团
队合作的黄晓明就深有感受，

“整个合作过程中，不管是布景
上，还是每个细节上，包括用的
道具，都在争取完美，这才是真
正做事情的人的追求。比如我临
时想到加一场喝茶的戏，没想到
剧组的茶具已经早有准备。”

黄晓明更提到了导演讲
戏时的一个细节，“讲跪戏时，

一下子就跪下了，感觉他就像
一个孩子，看不出年龄，充满
了激情，充满了对这个作品
每个细节的热爱和追求。”佟
丽娅也说：“大家全是细节
控，到每一个汤勺怎么摆，水
怎么倒，都有要求。而且整个
团队很儒雅，别的剧组拍戏
声音都特别大，我们没有
高声说话的，都是很
平常的声音，非常
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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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更新 梅长苏不会出现

叙事不同 感情戏也更丰富

品质有提升 还是细节控追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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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播出的《琅琊榜》坐
稳豆瓣2 0 1 5最高分国产剧宝
座，不仅让胡歌、王凯等主演迎
来事业巅峰，也让剧集幕后主
创团队正午阳光得到业界和观
众的认可。时隔两年，被称作

“琅琊榜2”的《琅琊榜之风起长
林》即将于12月18号登陆东方
卫视周播剧场播出。《琅琊榜2》
不仅故事有更新，主演阵容也
大换血，由黄晓明、佟丽娅、刘
昊然等“接棒”演出。不过，制作
方团队没有变，“处女座细节
控”还是一如既往。

“长林王府”主
要人员，“大哥”黄晓
明、“嫂子”佟丽娅与“弟
弟”刘昊然很有默契。

黄晓明说他和佟丽娅剧中
展现的是“另类的恩爱”，佟丽
娅则说碰上了哭戏的对手，“晓
明哥超能哭的，我拍戏的时候
大家都叫我‘自来水’，但晓明
哥是‘水龙头的源头’。”家中都
有宝宝的这两人，在片场交流
多以互相晒娃为主，佟丽娅还
爆料：“晓明哥家的月嫂就是从
我们家挖去的。”

刘昊然被佟丽娅评价很认
真虚心，有一次想约他吃饭，

“昊然说不行，得去现场找武术
老师练醉拳。” 小西

黄晓明
比比佟佟丽丽娅娅会会哭哭

幕后>>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提名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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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奥斯卡最佳外语
片的竞争格外激烈，角逐区区
五个提名名额的影片高达 92
部，创下了奥斯卡史上的参选
影片纪录。这些影片无论是质
量还是风评都极佳的影片也
绝不在少数，让本届最佳外语
片预测难上加难。

中国此次一改偏艺术片
风格的习惯，选送了堪比好莱
坞爆米花大片的纯商业片《战
狼 2 》。这部狂揽 8 . 54 亿美元
票房的动作大片也成为了奥
斯卡最佳外语片有史以来参
选影片中票房最高的电影。

《战狼 2》不仅是动作片，还是
同系列电影的第二部，不论从
哪个角度来看，它都不像是奥
斯卡历来倾向的影片。然而，
凭借它的票房收入和它引发
的话题热度，全世界都将目光
集中在了《战狼 2》的身上，好
奇这一部“异类”影片在这场
外语片赛事中的表现。 许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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