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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版“权力的游戏”好在哪？

2018 年最受期待的《剑王
朝》已于 2 0 1 7 年 1 2 月 2 8 日
在横店影视城开拍，爱奇艺创
始人 CEO 龚宇、总监制冯小
刚、总制片戴莹、陆国强，导演
马华干、江道海及领衔主演李
现、李一桐，主演赵圆瑗等悉
数到场。开机仪式现场气氛热
烈，一众领导、主创对《剑王
朝》给予了高度的期望，致力
打造一部新式武侠传奇。

李现搭档李一桐圆江湖梦

2 0 1 7年 1 2月 2 8日《剑王
朝》在横店举行开机仪式宣布
正式开拍，流量与实力兼具的
青年演员李现搭档元气能量
少女李一桐，携手演绎一场仗
义侠情的快意江湖梦。

《剑王朝》原著由“网络小
说界白金作家”无罪创作，该

书被誉为“2014年下半年最具
期待的玄幻小说”。从小说原
著出发衍生出电视剧、动画、
游戏等多种形式的优秀作品，
其中打头阵的同名动画《剑王
朝》总播放量已近一亿，第二
季全集已全部免费播放。此次
真人剧的拍摄更是备受瞩目，
仅用三年时间即实现了从文
学 I P 到三次元的有效转化，
保证了 I P 的绝对新鲜度，也
因此杜绝了以往 IP 真人剧题
材过时的状况。

该剧故事背景发生在战
国末期，讲述了一个以剑说话
的时代，数位修行者为争夺最
高权力而相互厮杀的江湖恩
怨故事。除此之外，还包含了
战国时代的朝野争斗，庞大的
世界观铸造了一场内容丰满
的“剑尖上的王朝”，这场权谋

大戏被剧迷评为“2018年最具
期待的武侠剧”。

冯小刚首次监制武侠剧

《剑王朝》不仅在 I P基础
和粉丝基数上有着很高的声
量，此次开发真人剧，更力邀
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担任总
监制。这也是冯小刚首次担任
古装剧的监制。以往冯小刚的
作品大多是关注现实和历史
的，不过他之前拍摄的《夜宴》
无论审美还是故事都非常有
特色。在开机仪式上，冯小刚
监制对《剑王朝》的拍摄作出
了期许：“拍一部与时俱进，现
代的年轻人喜欢的剧”。向来
对制作及内容有着超高标准
的冯小刚，势必会以他独特的
视角、丰厚的经验来配合完成
这部高品质武侠剧，满足剧迷
们对于剧集的期待。

更值得一提的是，《剑王
朝》的总制片人陆国强和冯小
刚早已是众所周知的老搭档
了，几乎所有“冯氏贺岁片”都
有他的参与。目前，仅从开机
的筹备状况以及早前曝光的
概念海报来看，气势宏伟、效
果精致、堪比电影级别的制作
水准就足以保障剧集品质。此
次，两人珠联璧合、合作默契，
相信这次的再度携手也势必
能带给观众惊喜。

古装武侠超级网剧《剑王
朝》由冯小刚任总监制，马华
干、江道海执导，戴莹、陆国强
担任总制片人，李现、李一桐、
刘奕君、姚笛、赵圆瑗、肖旭等
主演。该剧预计于 2 0 1 8 年年
底上映。

本报综合

冯小刚《剑王朝》铸新武侠传奇

近日，由林玉芬执导，杨
子姗、韩东君、李程彬、苏青、
蓝盈莹、檀健次等领衔主演的
都市爱情电视剧《原来你还在
这里》历经三个多月的紧张拍
摄后圆满杀青。

从初秋到深冬，连续102天
的拍摄，导演林玉芬带领整个
拍摄团队辗转上海绍兴等地
实地取景。林导在拍摄过程中
非常讲究细节，但同时也给到
演员很多自我发挥的空间。杨
子姗与韩东君十分入戏，戏内
情绪经常感染到周围工作人
员；韩东君更是戏外各种搞
怪，片场还不忘举哑铃锻炼身
体，充当了剧组的“开心果”，
两人戏内是虐恋情深的情侣，
戏外却经常互相调侃说笑，逗
趣无穷；同样热爱运动的韩东
君和李程彬休息时健身话题
不断，而二度与韩东君合作的
檀健次俨然一个“纨绔子弟”
周子翼，把戏里台词带到戏
外，一句“绝了都”成为整个剧
组的口头禅。

从青葱校园、深情虐恋到
职场奋斗、都市生活，改编自
辛夷坞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原
来你还在这里》讲述了不同出
身的青年男女在爱情中探索、
迷失、错过并成长的故事。《原
来你还在这里》目前已经进入
后期制作阶段。 夏天

《原来你还在这里》
再现青春热恋

古装历史钜制《大明皇妃
孙若微传》正式宣布新阵容，
张艺兴加盟该剧，出演一生跌
宕起伏、两次登基帝位的明英
宗朱祁镇一角。张艺兴通过社
交平台公开回应表示：“未来
一起努力，共筑盛世大明，我
是朱祁镇，请多指教。”新角色
一经曝光，就令粉丝们惊喜又
期待。

电视剧《大明皇妃孙若微
传》改编自莲静竹衣所著小说

《六朝纪事》，由姚昱竹担任总
制片人，张黎监制，张挺执导，
汤唯、朱亚文、张艺兴、乔振
宇、俞灏明等主演。该剧从制
作班底到主演阵容无一不说
明其精良的品质。此次张艺兴
受邀加盟该剧出演朱祁镇，诠
释一代帝王跌宕起伏的人生。
这是他首次触电古装钜制，也
是其第一次饰演帝王。

历史上明英宗朱祁镇并
不是一直高居庙堂的霸气帝
王，他曲折离奇的人生轨迹决
定了性情前后期的反差之大。
想要驾驭人生大起大落、两次
称帝、性格前后期反差极大的
朱祁镇，张艺兴直言这是对自
己的一次挑战。除了对角色情
感和表演层次上的拿捏，不少
粉丝对于张艺兴的帝王造型
期待不已。 薛庆

张艺兴当皇帝
将与汤唯合作

年代大戏《国宝奇旅》近日
举行开机仪式，该剧以刘烨饰演
的任弘毅与袁姗姗饰演的周若
思之间的爱情为主线，再现了故
宫一段鲜为人知的文物迁徙之
谜。剧中，袁姗姗是故宫文物工
作者，也是热血爱国女青年，不
一样的角色不一样的袁姗姗，每
一次都带给观众惊喜。本次与演
员刘烨合作，网友纷纷留言：耳
目一新的组合，十分期待他们的
乱世寻宝之恋。

在最近大热的《国家宝藏》
第一期中，梁金生老先生为观众
讲述了一段国宝南迁的历史，而
近日开拍的《国宝奇旅》正是对
这段历史的再现。该剧讲述了袁
姗姗饰演的书画鉴定天才周若
思，与刘烨饰演的国民党军官任
弘毅携手护送国宝南迁的故事。
在古装剧囤积、题材雷同的当下
市场，袁姗姗另辟蹊径投身乱世
为国家大爱而活。2018年，时尚感
年代戏必将成为新趋势。

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袁姗
姗对于角色的把握越发精准，也
为观众展现了她极具爆发力的
表演。在成立个人工作室之后，
袁姗姗在作品的选择上也更加
自我和自信。

这次《国宝奇旅》是袁姗姗
与刘烨的首次合作，在《龙虾刑
警》中袁姗姗搭档了王千源，这
两部作品将于2018年接连与观众
见面，海润年度大戏《米露露求
爱记》也将于明年开播。 得得

隔记者 逯佳琦

近日，由黄轩、蒋勤勤、周一
围等主演的玄幻古装剧《九州·
海上牧云记》正在湖南卫视热
播。九州启，天下动，这部改编自
今何在同名小说的电视剧自开
播之初就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
光，喜欢的观众感叹这部剧的世
界观庞大，不喜欢的观众认为剧
情啰嗦看不懂，网友评论一度陷
入两极化的掐架状态，让这部剧
的话题点击率持续走高。

故事背景庞大

“小火慢炖”是好选择

《九州·海上牧云记》故事聚
焦架空的九州世界，讲述了九州
大陆上古时代，大端朝人类皇族
的六皇子牧云笙、大将军之子穆
如寒江、瀚州北部硕风部主君硕
风和叶三个年轻人不屈从于命
运，为了自己的臣民和爱情对抗
天命的传奇故事。剧中，黄轩饰
演的牧云笙、窦骁饰演的穆如寒
江和周一围饰演的硕风和叶三
人随着剧情发展一路成长，最终
独当一面，这种“开局是乞丐，装
备全靠捡”的剧情加上大全景、
冷色调为主的画面，美剧感十
足。有观众评论称《九州·海上牧
云记》与以往播出的玄幻剧画风
完全不同，很熟悉但又很陌生：

“总觉得以前看过这部剧，但确
实没有（看过）”、“这不就是中国
版的《权力的游戏》吗”？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剧
中，除了人类皇族的皇位之争、
瀚州八部落的兴衰没落之外，河
洛族、魅灵族、鲛人族等非人类
种族的参与也让剧情发展的更
加丰富多彩、恢弘大气。尽管“黄
轩竟是半人半魅的非人类”、“妖
艳鲛人与万茜抢男友”等剧情设
置很有意思，但多线并进的叙述
模式也让不少观众直呼“脑子不
够用”。《九州·海上牧云记》最初
的几集剧情曾因叙述拖沓饱受
质疑，但也为以后剧情的发展埋
下了伏笔，现在看来，在史诗级
剧集中这种先交代细节的剧情
设置值得肯定。

演员演技开挂

美人美景两相宜

截至目前，《九州·海上牧云
记》剧集播出未过半，豆瓣评分
却一度冲击8 . 3分。除了依托大IP
让观众期待满满，蒋勤勤、矢野
浩二、李念、黄轩、周一围、王千
源等一大批颜值演技双在线演
员的聚集也为该剧加分不少。剧
中，蒋勤勤饰演的南枯皇后端庄
雍容，尽管美人脸上已有岁月的
痕迹，但是古装美女的气场不
减，一句“平身”也能尽显身为南

枯家女儿的高傲，不少观众打趣
称“圆梦”：“终于看到了《甄嬛
传》中纯元皇后的真容”。作品中
以谦谦公子形象居多的黄轩此
次在《九州·海上牧云记》展现了

“变脸”演技，给了观众不少意外
之喜：从最初隐居深宫的淡漠，
到邂逅爱情的雀跃，再到失去挚
爱的苦痛、登上太子之位的狠
辣……黄轩将每一个阶段的牧
云笙诠释得个性鲜明，观众也看
的热血沸腾。

除了演员演技在
线，剧中接连出现的
颇具东方美感的
礼仪和大景
别美景也称
得上良心之
作 。徐 璐 饰

演的“天命皇后”入宫时礼仪繁
复，尽显人类的朝堂华美大气；
青黄不接的草原、连绵的雪山、
一望无际的沙漠，这些被美剧承
包的原始自然美景也出现在了

《九州·海上牧云记》之中，衬托
着原始部族的贫穷豪爽……剧
情另当别论，起码在画面美感
上，《九州·海上牧云记》已经远
超同类作品。

刘烨袁姗姗共护国宝

冯小刚首次监制古装剧

《《海海上上牧牧云云记记》》阵阵容容强强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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