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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老BOYS三缺一

雷佳音李光洁“反目成仇”

2017年，《我的前半生》中饰
演出轨“渣男”的雷佳音多年媳
妇熬成婆，终于尝到了红起来的
滋味。他把陈俊生这个角色演绎
得入木三分，即使有了第三者，
却让观众对他恨不起来，还获封

“前夫哥”这个绰号。与他交好的
李光洁和郭京飞，最近也凭着多
部口碑过硬的影视作品积聚起
了不少人气，三人曾在微博互相
调侃发丑照，还要组成“TF老
BOYS”出道。而在《和平饭店》
中，他们这个组合可是三缺一，
独独缺了郭京飞。有的观众因为
太喜欢他们三人，在网上留言表
示想把女主角陈数换成郭京飞：

“把陈数脑补成郭京飞的样子会
有奇迹发生”。

不过，在剧中，雷佳音和李
光洁并没有延续戏外的好交情，
而是演起不共戴天的敌人。雷佳
音饰演的土匪虽然莽撞粗鄙，但
心怀抗日之心，因缘际会之下和
身为宪兵队队长的李光洁不期
而遇。雷佳音一见到李光洁就有
点气短，原来几年前，他曾经绑
架过人家老婆要赎金来着。仇人
一见分外眼红，两人之间火花四
射、斗智斗勇，观众看得过瘾，这
也成为剧中的一大亮点。

人物幽默

台词现代“搞事情”

2018 年初，一部《风筝》为荧
屏充斥的“谍战偶像化”正名，让
谍战剧重新回归到烧脑和悬疑

的类型上来。而《和平饭店》与
《风筝》相比，则将过于严肃的谍
战剧中加入了一点轻松幽默的
元素，让观众在追剧之余收获一
点额外的乐趣。例如，雷佳音饰
演的土匪角色，看似鲁莽粗狂却
偏偏爱与人探讨莎士比亚戏剧，
戏外雷佳音更自诩自己饰演的
是“高学历土匪”。可以说，雷佳
音在剧中再次成为了搞笑担当，
与陈数、李光洁等演员的对手戏
都自带笑点，一口东北大碴子味

让观众听了就想笑，在险象环生
的剧情之中也让观众短暂缓解
了紧张情绪，更加愉悦地追剧未
尝不是一件好事。

此外，在台词方面，《和平饭
店》也没有过于拘泥时代限制，
导演李骏擅长拍摄都市情感剧，

《落地请开手机》《北上广不相信
眼泪》都曾取得不俗的收视成绩
和口碑，因此剧中台词也设计得
较为生活化，将一些现代流行词
加进了台词中以吸引更多年轻

观众，比如“你是谁家的熊孩子”
等网络流行语总会时不时从演
员的嘴里蹦出来，虽不至于让人
出戏，但细究起来还是让不少观
众觉得突兀。

场景简单剧情烧脑

玩起谍战版“密室逃脱”

在演员的选择方面，《和平
饭店》没有使用流量明星赚话
题，而是选用了不少口碑良好的
实力派演员飙戏，电视剧的质量
方面就有了一定保证。除了雷佳
音与李光洁张力十足的对峙戏
码，陈数的表现同样让人过目难
忘。在《暗算》中，陈数饰演的黄
依依曾给许多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而陈数也被观众评为“最适
合穿旗袍的女演员”。在《和平饭
店》中，陈数饰演的爱国海外归
侨医学博士陈佳影，是名高级侦
缉专家，拥有多重身份。陈数在
剧中不仅出色地将人物聪明过
人的头脑和清晰的逻辑思维能
力精准地诠释出来，同时也被观
众赞叹举止优雅，仪态万方，非
常适合演绎高知女性。

剧情本身的设置也秉承了
谍战剧环环相扣的一贯作风，
这部剧的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
全封闭的“和平饭店”中，宛若
谍战版“密室逃脱”。其实，越是
这种场景设置简单的剧越是难
以驾驭，因为场景简单，所以需
要剧情格外吸引人。《和平饭
店》刚刚播出不到两周时间，剧
情推进是否合乎情理，能否顺
利完成谍战剧跌宕起伏、自圆
其说的任务，还有待时间检验。

《和平饭店》收视口碑双丰收：

这部年度谍战大剧烧脑又搞笑

吴奇隆出品的剧集《蜀山战
纪 2 ：踏火行歌》起用全新人阵
容做主演，他近日在该剧发布会
上夸奖新人们是“嫩到不能再嫩
了，我看到都会嫉妒”。而作为出
品人，吴奇隆表示希望观众给新
人空间，并调侃他自己已被导演
看腻看烦。

当出品人大胆起用新演员

曾经陈伟霆与赵丽颖在《蜀
山战纪》中塑造的“银杏夫妇”圈
粉无数，而续集《蜀山战纪2：踏
火行歌》（以下简称《蜀山战纪
2》）起用陈哲远、聂子皓等新人
阵容，引发外界颇多议论。出品
人吴奇隆在开播仪式上说，第二
部制作压力很大，最后想到的

“大招”就是，“用真正的鲜
肉，他们嫩得不能再嫩了，
我看到都会嫉妒。”

吴奇隆希望观众给
新人进步的空间，在他
看来每个成功艺人都走
过新人时期。被问几位
新人在剧中表现如何
时，他给出超高评价，

“他们四个很棒，提前
一两个月进组，锻炼身
体，成片效果很满意。”
吴奇隆塑造的经典角
色以侠义之士居多，但
此次在《蜀山战纪 2》中
却颠覆了以往的形象，

对此，他幽默表示可能是被导演
恶整，“导演跟我合作太多年，看
腻看烦我了，这次饰演潇月会有
很多稀奇古怪的行为。”

听到粉丝调侃“本色出演”
后，吴奇隆佯装生气，“说话要负
责任的”。至于被调侃在剧组中
烧房子等行为，他更秒变“傲娇
隆”，“拍第一场戏时，我还把整
个棚给炸了呢，烧个房子有什么
了不起？当时是导演让我烧的，
而且试戏时，我怎么知道火就甩
上去了。”

前后作品有神秘联系

不同于《蜀山战纪》的故事
背景和线索，《蜀山战纪2》将构
建全新的神话新武侠世界，讲述
少女余英男（雨婷儿饰）为了寻
找曾救过自己的“大英雄”时，与
哥哥余英奇（陈哲远饰）一起上
蜀山学武，且历经艰难拯救族人
的动人故事。

面对一众“小鲜肉”，总导演
黄伟杰和吴奇隆一样十分满意，

“我第一次看陈哲远时觉得他不
是余英奇，接触后发现，除了他，
世上再无余英奇。”面对大家念
念不忘的“银杏夫妇”，黄伟杰神
秘地说，“前后两部剧“会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注意看就能发现玄
机。而且，说它是《蜀山战纪》的
前史也行，说它是后传也可以”。

除了几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之外，秀美别致的风景也成功

吸引了观众的注意。高山
流水间气势磅礴，据悉
剧组曾在拍摄时远赴新
西兰拍摄外景，不再使
用绿布抠图成像。巨大
的投入在成片中得到了
很好的体现，青山绿水
湖光山色，每一帧都仿
佛是旅游宣传片的截
图，精美如画，使得观
众称赞不断。

本报综合

吴奇隆：新人嫩到让我都嫉妒

日前，中国首部海外陪读
题材剧《陪读妈妈》在温哥华举
行了媒体见面会。该剧目前刚
刚结束在国内近三个月的拍摄
戏份，正在加拿大温哥华取景
热拍。见面会现场，导演陈畅携
主演梅婷、许亚军、邬君梅、胡
先煦、张兆辉、郝洋、王文轩、李
雨泽、水晶、程一丹等主创一齐
亮相，分享中国“陪读妈妈”们
的心路历程。

与西方国家注重个性的教
育理念不同，中国更多家庭希
望自己的孩子“金榜题名”，出
国留学并陪读也成了更多家长
的选择。但国内陪读已是不易，
海外陪读还会带来水土不服、
个人生活及工作陷入停滞等不
同矛盾和压力。所以“陪读”问
题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不断

“升级”，成为家庭话题中的“敏
感词汇”。

剧中女强人李娜（梅婷饰）
牺牲工作远赴温哥华陪读，却
因回国问题陷入了与儿子丁一
一（胡先煦饰）无止境的争吵
中。陪读生活不顺，公司业务停
滞，与丈夫丁致远（许亚军饰）
的感情出现裂痕，而其他几位
陪读妈妈——— 胡媛媛（邬君梅
饰）、夏天（曾黎饰）、陈莉莉（郝
洋饰）亦遭遇了不同的陪读危
机。但争吵过后，四位妈妈相互
依靠，相互扶持，并通过自己的
不懈努力，终于与孩子、家庭达
成情感上的共识，找到了破解
海外陪读难题的金钥匙。

梅婷谈到自己两个孩子年
龄尚小，自己还没有陪读经验，
所以在接到剧本时更好奇“陪
读妈妈”们的生活状态。同时感
谢剧组给自己探索孩子与父母
之间关系与情感的机会，此次
拍摄将成为人生中非常有意义
的经历。 周侃

《陪读妈妈》
聚焦小留学生家庭

由张檬、李光洁主演的《幸
福起航》正在央视八套黄金强
档播出，张檬继《风筝》之后再
度以全新角色收获口碑和收视
佳绩。

《幸福起航》讲述了由张檬
饰演的娇娇女吴靓与李光洁饰
演的失婚文艺工作者钱途为了
各自目的登记假结婚，由此引
发出一段令人啼笑皆非又引人
深思的婚后生活。

张檬饰演的吴靓是美丽干
练的银行大客户经理，从小在
父亲的宠爱下成长，因而养成
了她些许嚣张跋扈的性格，不
过在剧情开头，白富美吴靓就
遭遇了一连串的重大挫折。

吴靓突然遭到男友姜斌的
分手提议，吴靓的父亲虽然是
某银行副行长，但已经不能帮
助他太多，他已经找到可以提
升自己的女人，伤心欲绝的吴
靓抬手给了姜斌一个耳光，大
喊“要分手也只能是我甩你”。
不久吴靓意外得知自己怀孕
了，她抱着挽回的心态告诉了
姜斌却再次吵翻。甩耳光，撂狠
话，出场短短时间张檬就诠释
出一个感情上绝不退让，口直
心快的女“战士”形象，爆发力
十足的表演，生动淋漓让人大
呼过瘾。 雪烈

由杨蓉、贾景晖、梁缘、田
小洁、于洋、金美伶领衔主演，
王雅捷、秦卫东、陈逸恒友情
主演的公安题材青春励志剧

《警犬来啦》正在安徽卫视黄
金档上星播出，引领新春寒假
档。杨蓉首度尝试与警犬合作
饰演新一代女警何木棉，并与
贾景晖饰演的呆萌警犬训导
员梁粤携手颠覆形象，开启欢
喜冤家模式。

电视剧《警犬来啦》项目
从筹备伊始就备受瞩目，女一
号杨蓉颠覆以往古装剧给人
留下的深刻印象，为角色剪短
发塑造女警何木棉，大大增加
了粉丝们的期待值。无论是清
新干练的“女警”造型，还是清
新可人的“软萌”妹子形象，杨
蓉自然散发出青春女警正气
满满的独特个性，真实不做作
又自带正义感的人物感觉，迅
速聚集了一大批粉丝。

而此次与杨蓉携手转型
的话剧演员贾景晖，则在剧中
饰演“呆萌暖男”梁粤，温和宽
容，与何木棉、警犬华哨成为
亲密无间的战友。“棉花三人
组”在守护百姓安宁生活的过
程中得到怎样的历练和成长，
在这美丽的风琴岛上又会有
怎样或欢喜或悲伤或温情的
故事，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左华

《警犬来啦》
青春励志

《幸福起航》
张檬怒揍渣男前任

隔记者 权震乾

前几周，积压四年的谍战佳作《风筝》刚刚播出完毕，跌宕起伏
的剧情和演员精湛的演技，都为该剧的口碑和收视添砖加瓦。近
日，又一部谍战剧登陆荧屏，这部剧汇集了雷佳音、陈数、李光洁等
众多实力派演员，讲述了在一家名为“和平饭店”的特殊场所中，一
群神秘客人展开长达 10 天的生死博弈的故事。与《风筝》走的正剧
风路线不同，《和平饭店》在烧脑之中又加了些喜剧特色，让观众在
紧张追剧的同时还能会心一笑。

陈陈数数雷雷佳佳音音剧剧中中配配合合默默契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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