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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以下
简称《风起长林》）正在北京卫视
周播剧场热播，并于 1 月 12 日
以日播两集的形式在北京卫视
黄金档品质剧场从头播出此部
作品。处于长林王府“食物链最
底端”的萧平旌（刘昊然 饰）成
为众多网友热议的对象，播出至
今，已获封“寒潭小神龙”、“钢铁
直男”、“将军家的二傻子”等诸
多称号，萧平旌也因其举手投足
间的少年侠义感和自身蠢萌跳
脱的气质俘获了众多少女心。

剧组全员都是“戏精”

对正午阳光团队的期待和
欣赏，是刘昊然参演《风起长林》

的重要原因，团队对他的信任也
让刘昊然倍感幸福，“很少能有
这么厚重电视剧的主要角色会
找这么小的演员来演，我能在这
个年纪接到这个角色是我作为
演员来说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对于网上关于自己首次出
演古装剧就担纲男一号的质疑，
刘昊然觉得萧平旌这个角色虽
然很难，但如果自己能完成的话
对他的表演会是一个非常大的
帮助，“有好的剧本、我喜欢的角
色、我想合作的导演，有这样的
机会找上我的话，不应该因为害
怕之类的就往后退，我就尽了我
的力做好。”

正午阳光团队一向以严谨
和认真著称，令刘昊然印象深刻

的不仅有幕后团队的
严谨认真，还有团

队工作人员高
超的演技，刘

昊然爆料
说：“正

午团队每一个人都能演，这个团
队就是俗称的‘所有人都是戏
精’，现场讲戏的副导演、编剧、
武术组的导演所有人扮上都能
演。有时候一个只出现一两集的
角色，到现场一看发现昨天的副
导演都已经扮上了。”

不辜负每一个角色

纵观近两年，刘昊然“圈粉”
的角色可不止萧平旌一个，从

《唐人街探案》的另类男孩秦风，
再到《妖猫传》里的痴情少年白
龙，刘昊然源源不断地给观众带
来惊喜。因为拍摄《风起长林》之
时刘昊然只有十九岁，怕观众觉
得萧平旌从少年到少侠的转变
是“装成熟”，“所以我把萧平旌
设定为一个充满梦想的少年，随
着事情的发展，这个少年慢慢地
看清楚了世界，他认识了世界，
也认识了自己，最后他想去改变
世界的同时他也改变了自己。”
他说：“我觉得每一个角色，自己
都有很认真地在演，我没有辜负
每一个角色，每个角色也都没有
辜负我。”

逐渐进入观众视角后，细心
的网友发现，刘昊然竟然连续三
年穿了同一件中戏校服，同款校
服被他带火迅速脱销。耿直的刘
昊然在采访中强调：“我买新衣
服了，我在纽约拍戏的时候买了
一件蓝色的羽绒服，还挺贵的，
我一直在穿。”已经步入大学三
年级的刘昊然未来打算把重点
更多的放在工作上。对于未来，
刘昊然表示不会考虑那么长远，

“现在我喜欢演戏，那我就把这
个事情先做好。” 本报综合

□记者 逯佳琦

近日，由《余罪》导演张睿执
导，夏雨、张志坚、姚芊羽、娜杰日
达·米哈尔科娃、尼古拉·伊万诺
夫等众多中俄实力演员联袂主演
的跨国刑侦剧《莫斯科行动》正在
浙江卫视热播。剧中，警察和犯罪
团伙的“智力角斗”和中老演员的

“演技比拼”精彩纷呈，对中国警
察跨境追凶的良心展现更是广受
好评，开播至今收视一路飙升。

戏骨集结跨国追凶

《莫斯科行动》讲述了1993
年震惊国际的“中俄列车大劫
案”事件发生后，中国警方为严
厉打击犯罪，维护国民人身财产
安全，派出了以陈尔力（夏雨饰）
为首的特别行动小组，化身“倒
爷”远赴莫斯科深入调查，并在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将多伙犯
罪分子抓捕归案的热血故事。

作为一部诚意满满的刑侦

剧，《莫斯科行动》除了由真实事
件改编自带话题之外，演员阵容
也着实亮眼。“威尼斯、金马双料
影帝”夏雨时隔多年回归荧屏，
出演赴俄办案队的队长陈尔力，
身在异国没有武器也没有执法
权的陈尔力只能和队友化身“倒
爷”，隐身于中国商人之间用“脑
力”破案，剧中的陈尔力时而严
肃时而油腔滑调，多面演技获得
了观众的肯定。除此之外，“育良
书记”张志坚再次饰演老干部，

化身警方领导奔波于中俄两国
之间，为陈尔力破案贡献“神辅
助”。“国民媳妇”姚芊羽此次也
在剧中颠覆形象，演绎幕后黑手
赵二姐，高超演技获观众盛赞：

“看到一样的姚芊羽很惊喜”、
“女反派终于不再是高冷面瘫的
形象”。

不靠血腥暴力夺眼球

近几年，荧屏上大女主剧和
都市情感剧扎堆，《莫斯科行动》
的出现弥补了卫视刑侦题材剧
的空白，剧集播出至今，观众们
最关注的话题无疑是“国产剧拍
出了美剧风”，为了尽力还原90
年代气息的冷色调加上平均“6
集挂一个反派”的紧张节奏让不
少观众直呼“耳目一新”。除此之
外，不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主题
也新意十足，剧集刚一开播就获
得了多方的关注。在《莫斯科行
动》中，警察的形象不再被“神
化”而更像是普通人：夏雨饰演
的警官陈尔力“手无寸铁”，在俄
罗斯警方和犯罪团伙的夹击下
一度处境被动，甚至“三进宫”成
了俄罗斯专门负责中国人案件
的73分局的监牢“常客”。

值得一提的是，在《莫斯科
行动》中，血腥暴力的犯罪场景
并不多见，跨国追凶的过程多以

“智斗”的方式展现，就连“中俄
列车大劫案”也仅仅用不到十分
钟的镜头展现，这种剧情设置方
式也获得了观众的点赞：“犯罪
过程表现的少，不用担心观众学
坏”、“这部剧有营养又不血腥暴
力，可以放心的让孩子观看”。

《莫斯科行动》热播：

国产剧拍出了美剧风

刘昊然：《琅琊榜2》所有人都是“戏精”

由麦贯之执导的都市轻
喜剧《熊爸熊孩子》登陆央视
八套黄金档，该剧由沙溢、胡
可、李佳航、李金铭、韩立、张
熙媛、梁家仁等实力派人气明
星，讲述了职场金领、商场“北
极熊”的时尚潮爸熊雄 (沙溢
饰)，由于种种原因退出商界甘
当“家庭妇男”后，面对儿子维
尼(刘俊喆饰)，制造了诸多啼
笑皆非的故事。

剧中，沙溢、胡可夫妻齐
上阵，化身熊爸“熊雄”和贤妻

“金子”的他俩，将和所有年轻
父母一起，在事业和家庭的重
重挑战中闯关升级。让观众在
享受时尚视觉饕餮盛宴的同
时，亦能真切看到职场和家庭
中正在上演的一幕幕现形记。
随着剧情的推进，剧中人物的
蜕变，更是带来满满正能量。
导演麦贯之的创作初衷并非

“育儿”或“谈教育”，而是探讨
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之间的
关系。正如他所说，“一个人面
对职场与家庭的双重考验，只
有不断完善自我，才能真正意
义上做到如鱼得水。” 韩雪

《熊爸熊孩子》
沙溢胡可大斗法

张艺兴演《黄金瞳》
向黄渤“取经”

1月12日，改编自作家打眼
同名小说，由南派三叔总策划
的电视剧《黄金瞳》在北京怀
柔举办开机仪式。张艺兴透露
此次出演的是一个“开挂”的
角色。为了能演好戏，张艺兴
曾向黄渤请教。

《黄金瞳》讲述了在典当
行工作的小职员庄睿（张艺
兴饰），在一次意外中眼睛发
生异变，随后展开以文化鉴
宝为主题的冒险之旅。作为
男主角，张艺兴表示自己很
期待庄睿这个角色，“这个角
色整体来说是一个很厉害的
角色，可以称之为开挂的角
色 ，眼 睛 可 以 透 视 所 有 东
西。”因为这部剧讲述的是文
物鉴宝的故事，张艺兴透露
平时也会关注这类内容：“我
喜欢看鉴宝类的节目，也希
望大家都能多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的物件和古董。”

为了能拍好这部戏，张艺
兴表示也做了不少的准备工
作：“首先跟导演探讨了一些
设计，然后自己把人物关系和
每一集的分集大纲也捋了一
下，不同阶段设计都做了一些
研究。”除此之外，张艺兴还向
黄渤也进行了请教，“黄渤哥
看了剧本，跟我分析了一下人
物，我也做了详细的记录。”作
为主创之一的白一骢也向媒
体透露了选择张艺兴的原因，

“原著和剧本的状态和张艺兴
本人是非常接近的，他的气质
很吻合我们想要的角色。”

叶子

颖儿马天宇混搭
《毛丫丫被婚记》

都市情感剧《毛丫丫被婚
记》，日前宣布将于近日登陆
荧屏与观众见面。该剧汇集了
明道、颖儿、马天宇、张曦文等
一众高颜值人气演员，更有相
声界大咖李菁、何云伟，资深
戏骨恬妞、郝平、曾江等重量
级实力派加盟坐镇，新老戏骨
同台飚戏。

作为2018最受瞩目的都
市情感大剧，明道、颖儿、马天
宇三人的全新搭配组合让人
眼前一亮，别有一番风味，三
人共同为观众呈现了一段剪
不断理还乱的都市情感纠葛。
剧中，颖儿饰演的毛丫丫先是
挥泪痛别极品前任向辉（马天
宇饰），随后偶遇了生命中的
真命天子刘火（明道饰），在种
种机缘巧合之下，两个人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步入婚姻殿
堂，开始了先结婚后恋爱的

“被婚”生活……一段集高甜
虐于一体的“婚姻大作战”就
此展开。

除了三位人气青年演员
主演外，更有恬妞、郝平、李
菁、何云伟、曾江等一众实力
派老戏骨撑场护航，实现了偶
像剧中难得的全实力配置。剧
中，香港影星恬妞出演极品辣
妈“薛冬娜”，而老戏骨曾江则
助阵全剧最大的老板“安查
尔”，实力演员张曦文出演刘
火的极品前女友，相声演员李
菁、何云伟也倾力加盟饰演毛
丫丫的哥哥“毛西林”、毛丫丫
的同事“李小宝”。老中青三代
全明星共飚演技，实力派与老
戏骨相辅相成，共同为观众呈
现一段精彩纷呈的情感大戏。

刘琪

夏夏雨雨剧剧中中跨跨国国追追凶凶

刘刘昊昊然然现现在在人人气气很很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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