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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女主戏”多沦为玛丽
苏的国产剧中，“大男主戏”、男
性群戏佳作频出。从前几年的

《伪装者》、《琅琊榜》，到这两年
的《人民的名义》、《军师联盟》，
虽男性戏份吃重，但出场不多的
女性角色，往往是点睛之笔。如
何在“大男主戏”中塑造好“小女
主”，是一个新命题。

与前作相比，《琅琊榜2》中
的女性角色多了不少，对其他戏
剧来说，更有实践意义。张慧雯
饰演的林奚负责承担男主成长
的见证人和伴侣，角色性格和她
古典温婉的长相非常搭配，弥补
了演技上的不足；佟丽娅饰演的
蒙浅雪堪比蒙大统领和霓凰的
综合体，既温柔深情又忠义识大
体；梅婷饰演的反派荀皇后，用
演技完成了“招恨”的任务；乔欣
饰演的荀安如有点像上一部的
靖王妃，在剧情推动的过程中必
不可少。

这四个角色各司其职，虽然
不如男性角色富有张力，但是她
们都有故事可品，在主线故事中
作为联结点不可替代。男性戏份
吃重的电视剧，女性角色也不是
沦为鸡肋，能让人一眼记住同样
重要。

自从大女主戏兴盛以来，我
们会发现，女主的成长路线好像
和那些打情骂俏的玛丽苏剧别
无二致，编剧们对于“女性”的认
识原来是这么肤浅。大多数国产
剧中，女性是没有欲望的，尤其
在男人戏里，正面角色往往是相
夫教子，善良纯真。拿现实主义
题材剧《人民的名义》来说，男人
群戏精彩，但女性角色总差那么
点感觉。里边的正面女性角色比

如侯亮平的妻子，正义凛然，连
在家中都不和丈夫撒娇。或者柯
蓝饰演的检察官，大龄未嫁，只
对躺在病床上可能一辈子都是
植物人的陈海一往情深。

与此同时，不少编剧对于情
感的理解似乎也太过戏剧化，并
不成熟，也不深刻。不是说女主
不管不顾地追求真爱就是勇敢、
坚强，有时候反而会脱离作品所
表达年代的社会框架而显得太
过幼稚和无脑。拿《女医·明妃
传》举个反面例子，刘诗诗饰演
的女主怎么悬壶济世没看出来
几分，但在“花式作妖”手法上有
一套，把一个原本带有几分革命
性的角色演成了任性的圣母心。
相比之下，《琅琊榜2》里提到萧
平章和蒙浅雪的感情虽完美却
不突兀。14岁就冲到皇帝面前请
求赐婚，虽然仅仅是一句话带过
的事，但显得非常有分寸，而且
把蒙浅雪大大咧咧的性格和两
人琴瑟和谐、羡煞旁人的夫妻感
情显得很是生动。

说到底，男人戏、女人戏，都
只是导演和编剧的偏好问题，如
何刻画角色，并且用角色把故事
联起来才是真本事。而在这个的
背后，则不外乎涉及了制作组的
性别观、感情观以及对现实人性
的考察。 豆包

毛晓彤和陈翔这对曾经的
恋人分手了，几个月前的旧闻。
近日，则因为网上曝光的一段监
控视频再次回归热搜榜。据监控
视频显示，这对曾经的恋人分手
原因不是男方所谓的聚少离多，
而是男方劈腿。

就像这红尘里那些失恋的
人一样，他们也难过，也伤心。可
惜，毛晓彤和陈翔是艺人，是公
众人物。疯狂的粉丝们，没有给
予他们更多的理解，而是徒增其
烦恼。事实上，经常有某艺人被
爆出丑闻，吃瓜群众们一拥而
上，可能主角都没认清楚，就去
另一个以为的主角的社交媒体
主页上“吐沫横飞”。

明星们对这种“网络暴力”
是既爱又怕。爱的是，有人气，有
流量，才能维持现在身价或是升
级自己圈内低位。怕的是这股洪
荒之力反噬其身。

在成熟的消费社会里，太多
东西被标签化、商品化，明星们
何尝不是这样的产物，而吃瓜群
众们又何尝不是这生态系统里
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套路与反
套路之间，正如蔡明在春晚小品

《想跳就跳》里面说的:“都是千年
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啊？”

纯粹靠个人实力和演技吃
饭，不热衷曝光和绯闻来吸粉捞
金的明星，自然是时下娱乐圈的
清流。而那些选择做泥石流的明
星们，还是养颗强大的心脏吧。

海琳

出乎所有人意料，马景涛造
就了最新一期《吐槽大会》的尴
尬现场。节目中，马景涛呼扇着
白色大喇叭裤一上台，就冲着10
多年没见，20多年没合作的刘嘉
玲咆哮而去，抱起来转圈，外加
强吻刘嘉玲的脸，更尴尬的是，
在随后的节目中马景涛再也没
平静下来，在前面几位嘉宾高级
脱口秀珠玉面前，涣散成一盘散
沙，逻辑混乱，不知所云，被誉为
教科书级别车祸现场。

想起来有年小哥齐秦去“我
是歌手”当导师，有场全场颗粒
未收。相比游刃有余的那英、法
大庄严的汪峰、神神叨叨的杨
坤，小哥的动作幅度很小，不苟
言笑，孤单单像个外人，始终显
得“隔”。他随口提到姐姐齐豫、
朋友罗大佑这些亮瞎眼的人物，
他喜欢说“你们开始唱歌的时候
我都唱了很多年了”，在比惨环
节也用这个梗，他说自己比杨坤
多受15年情伤，表达和表情都过
于认真，鲜少娱乐性。

和小哥同样没有综艺咖潜
质的马景涛，并没有小哥的唱歌
本钱，除了节奏大乱的咆哮，再
无法宝，这下负面名声大振，动
辄乱亲乱抱的黑历史被盘点出
来，诸如还有台湾导演说到马景
涛拍吻戏的激情提到他经常把
女演员吻得嘴唇、耳朵都破了，
每次拍完女演员都要去洗脸，听
起来真是要警惕。

所以，从此马景涛无落脚之
地的不仅仅是综艺舞台，再拍电
影也是阴影重重，观众和他自己
的心态都坏了。所以有时候，不
适合走流量的人走了流量，就是
给自己挖坑。 本报综合

翻拍剧除了消费情怀
还得长点心

“玛丽苏”层出不穷，这锅编剧来背

综艺玩不好
就是给自己挖坑

明星敢炒作
就别怕被“暴力”

周笔畅否认买热搜

近日，微博热搜将进行
全面整改引发热议。1月28日
下午，“微博管理员”公布了
一份存在刷榜行为的名单，
名单中不少明星纷纷躺枪，
周笔畅也是其中一个。

随后，周笔畅工作室发
文否认刷榜：“小丢丢我有点
钱都用来做音乐拍MV了，真
买不起热搜啊。这黑锅咱真
不背。”
@大神本内特：我信，热搜榜
上根本没你。
@上班中勿扰：笔笔就只有
前段时间因整容上过热搜。
@派克07b1：不炒不潜在那个
圈子很难混。

张雨绮谈总遇渣男

演员张雨绮长相佳身材
好，是不少人心中的偶像，但
是遇到的男人却总是风波不
断，备受争议。近日，张雨绮
在某节目上回应网上传言看
男人眼光太差，总是遭遇渣
男的问题，她说：“谁的人生
没有几个大坑呢，跨过去啊，
就是成长。”
@荒城：主动跳坑和被绊倒
之间是有区别的。
@五路电车：生活开不开心
只有自己知道。
@有态度072：只不过你的坑
有点多。

伊能静不惧
做家庭主妇

1月28日中午，伊能静发
文说有好友劝其不要做个家
庭主妇，怕“会退步，男人将
来也看不上你”。对此，伊能
静回应道：“我比任何时候创
作都更丰富。哪怕没有观众，
仍然毫无遗憾”。
@巨大萝莉add：只想说有钱
真好……
@伤感列车：你一直很丰富。
@红了葡萄：“牵手门”的过
错无可否认，希望未来冷暖
自知吧！

在投资一部比一部巨大、视
觉效果一部比一部华丽的国产
剧背后，《寻秦记》翻拍的失败，
反映出的其实是电视剧剧本原
创力的低下和内在精神的巨大
空洞。今年开年翻拍的《寻秦
记》，让不少观众分不清是在看

《火影忍者》还是《权利的游戏》，
可以说招致网友一片恶评。

2018年，同样是国产电视剧
的翻拍大年，《倚天屠龙记》《神
雕侠侣》《半生缘》《金粉世家》等
一系列宣布翻拍的电视剧，都是
根据经典小说改编而来。然而，
不管是《寻秦记》，还是你童年记
忆中其他经典剧目，频繁被翻拍
的诸如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
等IP，几乎是仅仅消费回忆就能
保证稳赚不赔。但这种无休止地
偷懒，绝不是影视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良方，更可能是毒药。

翻拍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
保留原作精华的基础上拍出新
意。这种新意，其实就是如何将
老的故事和新的时代精神相结
合。观众渴望的，就是在一个熟
悉的故事原型之上的新的意蕴。
拿《寻秦记》为例，我们爱看这样
的故事的原因之一似乎是因为
它提供给现代人一种幻想古代
的空间，满足了我们现代人实现

“全知全能”的欲望。但是随着这
样的作品增多，观众对新的版本
不自觉地寄托新的希望。显然，
这部翻拍作品除了将自己的画
风改造得更为科幻之外，没有任
何新的创举。

再拿《半生缘》来说，这部改
编自现代小说大家张爱玲的作

品，原作暗含着作者对时代的观
察和价值观。可从电视剧改编的
角度来说，今天的年轻观众要如
何去理解姐姐设计亲妹妹给姐
夫生孩子这样的“狗血”剧情？一
个好的编剧势必要把这样的故事
和我们新的时代精神和主体价值
观相结合，给人物一个能够说服
观众的动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不同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塑造的
周芷若形象的巨大差异，有的让
人同情，有的令人生厌。这绝不
单纯是演员表演的问题，这同
样反映出不一样的文化空间里
对待“坏”女人的态度。

回看过去成功的翻拍
剧，琼瑶剧在大陆的火爆成
为了当时的文化现象，其
中的原因在于琼瑶成功
地将人们喜闻乐见的痴
男怨女的故事以大陆观
众更能理解的形式呈现。

《情深深雨濛濛》的原版，
是1986年秦汉、刘雪华主
演的《烟雨濛濛》，讲述的
是一个关于从大陆到台
湾的现代军阀的故事。大陆版改
编成了民国背景的时代剧，表达
的却是新世纪初的恋爱观，也更
容易让当代观众所共情并接受。

传统上，电视剧受资金和观
看方式的影响，往往不具有像电
影那样能够在较长一个时间段
里保持影响力的价值。电视剧往
往更加日常和娱乐，它与观众的
距离是更近的，这对电视剧创作
上与时代保持同一步调的更新
有着更高的要求。

不但如此，随着电视剧的制

作越来越与电影接轨，电视剧的
题材也日益丰富，过去让人耳目
一新的穿越、宫斗，甚至外星科
技，早已难成噱头。面对国产网
剧的崛起和国外剧集的挤压，如
何创造出有生命力的原创故事
才是国产电视剧亟待解决的问
题。在投资一部比一部巨大、视
觉效果一部比一部华丽的国产
剧背后，《寻秦记》翻拍的失败，
反映出的其实是电视剧剧本原
创力的低下，和内在精神的巨大
空洞。 余余

佟佟丽丽娅娅饰饰演演的的蒙蒙浅浅雪雪个个性性鲜鲜明明

新新《《半半生生缘缘》》刘刘嘉嘉玲玲出出演演顾顾曼曼璐璐

周周笔笔畅畅曾曾因因整整容容被被热热议议

伊伊能能静静工工作作减减少少

张张雨雨绮绮被被评评看看男男人人眼眼光光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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