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好生活》

由刘国权导演兼编剧，李
光洁、张檬领衔主演的都市轻
喜剧《幸福起航》正在央视八
套黄金档热播。该剧不再集中
在卿卿我我的小情小爱，也不
再是毫无休止的婆媳纷争，而
是通过父辈和年轻人在爱情
观、家庭观和人生自由上的矛
盾激发点透析整个社会随着
时代发展的观念转变，让两代
人找到了理解对方的方式。

《幸福起航》从两个家庭
的矛盾到两代人之间的矛盾，
由浅入深，将两代人之间的情
感紧紧联系在一起。首先值得
深思的就是钱途和吴靓这场

“假结婚”的闹剧。两人为了个
人利益不惜欺瞒父母，最终依
然未能如愿，不禁让观众开始
对当下年轻人婚姻观的转变
开始反思。随着剧情的发展，
看似荒谬的做法都找到了缘
由，“城市户口”、“未婚生子”、

“房子”这些沉甸甸的都市压
力成了他们难以言说的苦衷。

虽然不乏对现实的犀利
映射，但传递温情和力量依旧
是《幸福起航》的立意主旨。钱
途通过对梦想的执着最终收
获了梦寐以求的成功和爱情，
他在奋斗的过程中体会到了
幸福不能用结果衡量，而是在
努力的过程中得到心灵上的
触动和满足感，发自内心地肯
定自身的个人价值，这对备受

“都市病症”困扰的人们来说
无疑是一股正能量。 刘娜

春节期间，荧幕是各大卫
视的必争之地，各种新剧纷纷
上线，题材丰富、流量明星和
实力派兼具，可谓满足各种观
众的需求。但是有些卫视则另
辟蹊径，选择一些经典好剧在
晚间黄金档进行二轮播出，也
能吸引到不少“恋旧”的观众。

《那年花开月正圆》
播出平台：江西卫视、广西卫视

近代传奇女性励志大剧
《那年花开月正圆》于2月1日和
2月7日，分别登陆江西卫视、广
西卫视黄金档进行二轮播出，
每晚两集连播。这部由丁黑执
导、苏晓苑编剧、叶锦添担纲
服装造型设计、赵毅担任总制
片人，聚集了孙俪、陈晓、何润
东、任重、俞灏明、胡杏儿、曾
淇等实力派演员的年度大剧，
凭借精湛的演技和跌宕起伏
的原创剧情，在首轮播出后实
现了收视与口碑的双赢。

少奶奶周莹、沈家二少爷
沈星移、吴家暖男少爷吴聘、
老爷吴蔚文、周老四、杜明礼
等鲜活的人物角色以及剧中
蕴含的诚信经商、企业家精
神、秦商文化，都掀起了全社
会范围的“花开月圆”热潮。

《急诊科医生》
播出平台：湖北卫视、河北卫视

2017年“张嘉译年”的势头
还在延续，2018新年伊始已经
有几部张嘉译主演的剧官宣
了定档或海报，《急诊科医生》
湖北卫视播出还未过半，河北
卫视1月31日马上跟进开播。剧
中，无论是演员们专业的表
演、急诊科医生抢救病人时倾
尽全力的表现还是剧本本身
对于生命价值的讨论，都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发
了许多业内外人士的思考。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如今，
急诊科又是一个容易产生矛
盾的地方。但是剧中所呈现出
的医生不再是无血无肉的机
器人，在遇见抉择之时，医生
们也会像普通人一样，有着无
法向他人诉说的痛苦。

此外，该剧的不同病例也
隐藏着不同的价值观：病危产
妇带出的是关于“女性价值”
的思考、精神病患刺杀女医生
映射的则是颇受社会关注的

“医闹”话题、晕倒的孤儿小偷
则关注了“急诊救助基金”。

记者 权震乾 整理

二轮也精彩！
过年这些好剧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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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权震乾 整理

2018 年开年，《如懿传》《巴清传》两部古装大剧接连缺席，但电视屏幕并不寂寞，转
而主打都市情感剧。2 月 4 日晚 20:00 起，湖南卫视开始播出由杨幂和黄子韬主演的行
业剧《谈判官》。首播收视成绩相当亮眼的《谈判官》，能否成为年度爆款呢？

杨幂“旺搭档”

黄子韬献电视剧首秀

由杨幂和黄轩主演的《亲爱
的翻译官》成为 2016 年的收视冠
军、年度剧王，也带动黄轩的人
气上了一个新台阶，2017 年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让赵又廷
的“整容式演技”成为当时最热
话题，大幂幂的“旺搭档”属性暴
露无遗。2018年初，杨幂携手黄子
韬发糖，打造的《谈判官》登陆湖
南卫视正在热播中，杨幂能不能
将黄子韬也“旺”到呢？

《谈判官》讲述了杨幂饰演
的干练自信的“谈判专家”童薇

与黄子韬饰演的心怀梦想的“商
业奇才”谢晓飞之间，围绕着职
场、理想、爱情所发生的一系列
故事。实际上，谈判专家一职在
国外已较为普及，在国内却非常
罕见，尤其是《谈判官》聚焦的

“商务谈判”这一领域更是资源
稀缺，亟待开发和培养人才，也
令观众对这一行业好奇不已。

黄子韬献出电视剧首秀，他
和杨幂的组合是霸道总裁与轻
熟御姐的姐弟恋，两人将擦出怎
样的火花，着实让人好奇。除了
杨幂和黄子韬首次搭档之外，该
剧还邀请到郭品超、毛林林、杨
菲洋、赵文瑄、连凯、祝绪丹、赖

艺、赵楚纶、李婷婷、史
文翔等联合主演，横跨
中美两国拍摄。在剧
情设计上，该剧也利
用一个个经典的商
业案例，强化谈判
专 家 的 职 业 特
征，凸显“谈判，
亦是谈心”这一
主题，让观众们
看剧看C P 看
美景的同时，
也 能 最 大 程
度 的 拉 近 与

“谈判专家”这
一精英职业之间的距离。

首播收视第一

刷新湖南卫视半年纪录

《谈判官》于2月4日登陆湖
南卫视，首播收视率即位居同时
段第一，市场占有率最高破10%，
刷新了半年多来湖南卫视电视
剧首播最高纪录。紧张逗趣的情
节开展、养眼的服饰搭配、精美
的场景设置，都成为观众讨论的
热点。其中，杨幂在剧中饰演干
练自信的“谈判专家”童薇，更是
让不少观众表示耳目一新：“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冷漠强势女强
人，而是刚柔并济，温柔又强势，
说话绵中带刀，不卑不亢。”

这些年，国产剧对医疗行
业、时尚传媒行业多有涉及，也
有不少电视剧对小众行业进行
全新开拓，比如《猎头》展现的猎
头行业，《亲爱的翻译官》里的法
语翻译等。这次《谈判官》则是从

“商业谈判”入手，呈现国产影视
剧稀缺领域。与要求直截了当、
精准达意的翻译不同，谈判讲究
迂回策略，二者一直一曲各有妙
处。杨幂饰演的是“高级谈判专
家”童薇，时常面临重大谈判现
场，她不仅拥有灵敏迅速的现场
反应能力，更能时刻抓准对方内
心，一击即中弱点所在。黄子韬
饰演的是归国华侨谢晓飞，时刻

与年轻市场接轨的他，勇
于创立“十八藏”品牌文化，
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回国打造
人情味十足的度假村。

从一开始互不看好到后
期并肩作战共赴谈判难关，
童薇与谢晓飞在“谈判”的过
程中化敌为友，逐渐体会到
彼此的真心。《谈判官》不仅以
童薇、谢晓飞的谈判故事作为
剧情主线，同时也以秦天宇、夏
杉杉、赵晨曦等角色的“人生谈
判”故事为副线。该剧聚焦都市
男女如何与职场、情场、家庭进
行“谈判”，一段段酸甜苦辣的人
生故事就此展开……

李光洁张檬
直击现实生活

张嘉译的“中年海归”有点惨
隔记者 权震乾 整理

2017年年底，张嘉译同时
出现在《我的！体育老师》《猎
场》《生逢灿烂的日子》三部剧
当中实现霸屏，他用精湛的演
技诠释了三个截然不同的角
色。今年初，张嘉译携新剧《美
好生活》回归荧屏，宣布定档2
月28日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
播出，此次他搭档李小冉，演了

“中年海归”的故事。

2017年，演技派成为荧屏新
宠，实力派演员新剧频出，携不
同题材新作扎堆荧屏，年底张嘉
译甚至一度出现在三个卫视当
中，《我的！体育老师》《猎场》《生
逢灿烂的日子》三部电视剧同期
播出，张嘉译用精湛演技诠释三
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让人丝毫不
串戏，足见其功力。今年初，张嘉
译携新剧《美好生活》回归小荧
屏，宣布定档2月28日在东方卫视
和北京卫视播出，此次他搭档李
小冉，演了“中年海归”的故事。

一回国就要“换心脏”

该剧讲述了“问题中年”徐
天(张嘉译饰)在感情和事业双
重受挫之时再添变故，在机场突
发疾病被送往医院，从而与梁晓
慧(李小冉饰)发生情感纠葛、重
启人生的故事。宋丹丹饰演的
刀美岚退休后开了一家婚介
所，却有着一双离异、未婚
的儿女，操碎了心的母亲与
直爽的女儿徐豆豆(姜妍
饰)斗嘴耍贫看点十足。

张嘉译饰演的“落
魄海归”徐天，一回国
就接受了心脏移植手
术，李小冉饰演杂志社
编辑梁晓慧，而她的
丈夫刚去世又捐献了
自己的心脏。这个“以
心换心”的故事，可以

说一开头就将观众带进了情感
漩涡。他们之间有怎样的错综交
汇呢？“中年迷失”的他和“压抑
自我”的她之间又会有怎样的故
事呢？故事不仅突显温情，更把
老中青三代感情的纹理走向，雕
琢得淋漓尽致。

老中青三代都不省心

《美好生活》不仅吸引张嘉
译和李小冉两位实力派演员，宋
丹丹、牛莉、李乃文、辛柏青、姜
妍、程煜及陈美琪等演员都在剧
中担任重要角色，演员涵盖老中
青三代，各有各的愁。此外，《美
好生活》由徐兵编剧监制，刘进
导演，吴毅任总制片人，吴力、武
刚担任制片人，张嘉译担纲艺术
总监。导演刘进曾执导《白鹿原》

《一仆二主》等作品，出品方天意
影视曾推出《士兵突击》《我的团
长我的团》《故梦》《王大花的革
命生涯》《花开如梦》等题材多样
的优秀影视作品。

主创此番强强联合携手推
出的《美好生活》这部现实主义
题材电视剧，旨在通过关注当下
生活中的热点话题，以幽默温暖
的方式，从全新视角探讨老中青
三代人的情感与生活态度，讲述
主流社会价值观。金牌出品加上
实力派演员阵容，即将登场的

《美好生活》已蓄势待发，让人颇
为期待。

杨杨幂幂黄黄子子韬韬姐姐弟弟恋恋““发发糖糖””

张张嘉嘉译译新新剧剧要要““换换心心””

杨幂黄子韬，相爱相杀有点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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