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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颖儿、付辛博、王耀
庆、李颖等实力派演员主演，金
牌编剧徐兵操刀，著名导演李小
平联袂打造的都市职场情感剧

《最好的安排》，正在山东卫视及
各大视频平台播出。不同于以往
都市剧的感情套路，剧情更加写
实，也更催人泪下。

颖儿演绎“职场修炼法则”

现实及女性励志题材一直
是电视剧市场不可或缺的力量，
从红遍半边天的《欢乐颂》到《我
的前半生》，通过个人奋斗争取
幸福皆为贯穿全剧的主题，剧中
所呈现的不仅是女性励志的故
事，更有启发性的现实意义。传

统的女性励志剧风格较暖，剧中
女主角多为“自带光环”且“集万
千宠爱于一身”，而电视剧《最好
的安排》则是在女性励志的叙事
基础上，展开了一次更具写实性
的尝试。

《最好的安排》告别以往都
市情感套路，以更加写实的视
角，将“残酷”故事元素融入其
中：女主赵子慧，500强公司的

“白骨精”，有理想、有实力，却遭
遇职场情场双失意；她走出过
往，终遇真爱，然执子之手的梦
想却成了幻想；她为自己制定了

“三年计划”，做了最好的安排，
却难逃命运的安排……

身为“最会讲故事的导演”，

《最好的安排》是李小平继《父辈
的旗帜》、《野鸭子》、《产科医生》
等高收视作品后又一力作。作为
一部不同于李小平以往风格的
都市剧，《最好的安排》旨在反映
在现实社会愈发膨胀的物欲前
人性的真实抉择。虽然代入感强
烈的剧情让不少观众感觉“扎
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剧中颖儿
饰演的赵子慧勇敢面对、反抗生
活的模样，也是正能量十足，赵
子慧的职场进阶之路堪称“助理
黄金法则”，也给了当下职场年
轻人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导演李小平把演员“吃透”

作为颖儿、付辛博夫妇的定

情之作，《最好的安排》还未播出
就收获了不少的关注。但值得一
提的是，与剧外付辛博、颖儿夫
妇的甜蜜日常形成反差，这一次
两人实打实开启“虐狗”模式，赵
子慧（颖儿饰）与徐天（付辛博
饰）的重逢隔了三年，身患绝症、
亲人离散、破镜难合，亲情、友情
和爱情把一对有情人逼入了绝
境。网友纷纷评赞：赵子慧太让
人心疼了，她一出场眼泪就停不
下来。

据悉，在拍摄期间为了保证
光头的“质量”，颖儿每天很早出
工在化妆间一待就是6个小时，
只为给观众呈现最佳状态。看来
好口碑的背后，离不开演员的艰
辛付出。

对于《最好的安排》剧组大
多数演员来说，比起剧集大受欢
迎，此次拍摄期间学到的东西才
是最珍贵的。

“不要庸俗的使用自己的情
感，要将自己沉到剧中人物最底
面，百分之百的去关注它。”据剧
组人员爆料，这是李小平在现场
导戏时讲的一句话，李小平导演
表示：“演员走向角色需要一个
过渡，不是只几句理论就能做
到，这很考验演员对角色深度的
理解力和平时的阅历，敏锐的捕
捉到剧中人物的神态和味道，这
样情感表达才会新活立体。”每
当创作时，在生活中低调不怎么
言语的李小平就会变得言辞犀
利滔滔不绝，和平时的自己判若
两人。

跟导演合作过的许多演员，
私下评价李小平导演太严厉但
都很敬畏他：“上李导的戏就是
上表演课，很难得，一部戏下来
在表演上会被拔高许多，脱胎换
骨一样。” 本报综合

《最好的安排》：
“残酷青春”直击人心

近两年，谍战剧似乎已经风
光不再，作品乏善可陈。在被流量
绑架之下，不少作品被调侃为“披
着谍战外衣的偶像戏”。2017年、
2018年的岁末之交，北京卫视播出
了一部谍战剧《风筝》，将谍战剧
拉回观众视野，它回归了“惊险+
烧脑”的传统，不少观众评价它：
为谍战剧“挽回了尊严”。在《风
筝》的后半程，罗海琼饰演的韩冰
成为整个故事的关键人物。日前，
罗海琼和记者聊起了这段捕风捉
影的传奇故事，也谈到了关于复
出前后的心路历程。

不怕丑“灰头土脸”才真实

无论是《像雾像雨
又像风》中美丽温柔的
方紫仪，还是《大宋提
刑官》中头脑聪颖的竹
英姑，抑或是《借枪》中
风姿绰约的俏房东裴
艳玲，罗海琼塑造的多
是温婉知性的荧屏角
色。在《风筝》中，罗海琼
打破以往形象，挑战出演
了一位八路军女侦察科
长“韩冰”。剧中的韩冰
齐耳短发、雷厉风
行，一身灰旧军
装配上“涂黑
扮老”的妆容，
加上往土炕边
一坐，剥开烫
红薯就吃……

罗海琼被观众调侃为“泥巴一样
的女人”，有些观众甚至直呼“简
直无法接受”。

面对这些声音，罗海琼表
示：“作为演员，我是奔着演好角
色去的，而不是哪个漂亮演哪
个。”在她看来，在天寒地冻的自
然环境下冻出“高原红”，在简陋
的延安窑洞中呈现出“灰头土
脸”，恰恰是那个年代里最真实
的东西。罗海琼说，“对于演员来
说，‘像’是最重要的，‘美’不是
最重要的。”

逛菜市场也是在“演戏”

当2011年电视剧《借枪》播
出后，很多人找罗

海琼拍戏，她却
一部都没接，

只想着生孩子、当母亲。罗海琼
表示，在“无业”期间看到别人拍
戏也会眼馋，但是一看到孩子又
会觉得回归家庭很幸福：“家庭
事业真的很难平衡，我心里一直
没有放弃对演戏的热爱。就算我
每天去菜市场买菜、接送女儿和
其他妈妈们打交道，这些也都是
人物关系，对我以后再演戏都是
有帮助的。”

如今，大女儿已经上小学，
小女儿在上幼儿园，罗海琼觉
得，自己重新回归到演员的时机
成熟了。而对一个女演员而言，
年龄无疑是一道客观存在的难
题，演技再好，一到中年，也只能
演一些女主演妈妈的角色。这些
现状，罗海琼不是没有想过。“我
也考虑过，再过两年出来，不可
能像之前都是演谈恋爱那种

戏，但我都能接受。人生
随时可以从零开始。”

在罗海琼看来，现
在的复出，就像当初
选择回归家庭一样，
是件顺其自然的事。
“现在对生活的理解
更丰富了，应该是演
戏最好的年龄。当年

演《像雾像雨又像风》
其实并不知道在演什么。

能给的只有青涩，那
也恰恰是角色该
有的。”

本报综合

近日，由英达执导的百集
真人情景剧《新大头儿子和小
头爸爸》在北京顺义拍摄片场
迎来媒体探班。目前，《新大头
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拍摄已接
近尾声，客串出演的阵容包括
黄磊、李琦、姜超、王迅，央视
春晚导演娄乃鸣，相声表演艺
术家于谦，主持人春妮、月亮
姐姐等。

据英达导演介绍，这部情
景喜剧不仅保留了动画中童
趣和欢乐的部分，还有更多贴
合当今时代特色的剧情设置，
以及一些跟现实联系比较紧
密的内容。这部剧中有大量的
儿童角色。

探班过程中，媒体旁观了
几位小朋友的现场对戏。小演
员们台词熟练，情绪到位。拍
摄结束后执行导演忍不住感
叹道，这些孩子的演技真的比
刚来的时候进步太多了。除了
表演，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都
有所成长，在群访中杜沁怡就
提到，近日在流感爆发后，大
头儿子王浩宇就能够主动的
照顾围裙妈妈杜沁怡，在片场
也会关心问候高烧的老头爷
爷李建华。

此外，英达导演还公布了
情景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
爸》第二季的拍摄目前也正在
筹备当中的消息。 叶子

由简川訸执导，侯鸿亮任
制片人的当代都市题材电视
剧《都挺好》已于1月17日开机，
近日该剧公布新一批主演阵
容，继姚晨、倪大红之后，郭京
飞、杨祐宁、李念、高鑫、高露、
陈瑾、张晨光、王东、彭昱畅等
实力演员也将倾情加盟，共同
探讨现代家庭纠葛背后的成
长创伤。

过去两年，电视剧《欢乐
颂》碰撞出国剧最强女性议
题，收视、点击、话题全方位取
得亮眼成绩，该剧主创导演简
川訸、制片人侯鸿亮此次重聚

《都挺好》，以新意独具的人设
为抓手，直面当代家庭“孝道”
背后的前沿现实话题，力求关
照观众对人伦之和最永恒的
诉求，唤起最广泛的共鸣。

作为立足当下的家庭伦
理题材电视剧，《都挺好》中的
人物都真实且精准。苏明玉、
朱丽、吴非三个女性角色爽利
明理，都市气息浓郁，苏家三
个男人则代表了占相当分量
的几类现代男性，在苏家这个
资源严重分配不均的家庭里，
发生的一切都能让人产生强
烈的代入感。

而剧中所展现的父母与
子女、兄弟与小妹、丈夫与妻
子等不同角色之间微妙离奇、
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最终都
将汇总于“亲情”二字。 杨阳

《欢乐颂》主创聚首
再创“典型”家庭剧 罗海琼：演戏“像”比“美”更重要

《神雕侠侣》再翻拍
郭襄成女主角

王迅于谦客串
《新大头儿子》

2018年伊始，广大武侠迷
们又有重磅新惊喜——— 由武
侠泰斗金庸先生亲授版权，被
几代书迷津津乐道的《神雕侠
侣》，确定将于今年被再度翻
拍成新一版电视剧。

据介绍，此次翻拍《神雕
侠侣》距离上一次被翻拍仅仅
只有5年，但是金庸大侠却再次
亲授版权，希望能够专为千禧
年出生、今年将满18岁成年的
00后们，留下共同成长的经典
武侠记忆。

剧方表示，原著中杨过、
小龙女、郭襄、张君宝们出场
的年龄与现如今的“千禧族”
们年龄相当，他们也是恰同学
少年，即将启程，体会“世间多
少痴儿女，情到深处无怨尤”
人生旅程的时候。

值得一提的是，本剧在严
格尊重原著的情况下，以少女
郭襄为主观视角展开。有关人
士称，选择用“郭襄的视角”来
重现“神雕侠侣”的故事，是为
了呼应当下女性，尤其是00后
一代人追求自我选择和实现自

身价值的潮流观念。 蔡莹

罗罗海海琼琼在在《《风风筝筝》》中中表表现现出出色色

王王浩浩宇宇饰饰演演大大头头儿儿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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