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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IP剧一度成为市场宠儿，一部
又一部的网络小说被搬上电视荧屏。然而，
2018年的电视剧市场却有一些变化，经典老
剧翻拍潮再度袭来。2月初，电视剧《绝代双
骄》宣布开机，除此之外，《倚天屠龙记》、《神
雕侠侣》、《流星花园》、《泡沫之夏》等多部电
视剧也正在热拍中。

武侠剧仍是翻拍热门

在电视剧市场中，翻拍剧始终占有稳定
的位置，而武侠剧则一直是热门。金庸的武
侠小说隔几年就被翻拍一次，迄今为止，电
视剧《神雕侠侣》已经拍了八个版本。2018
年，武侠剧翻拍也再度迎来井喷，金庸、古
龙、梁羽生的多部作品都被翻拍。

去年，新版《射雕英雄传》打破了近两年
武侠剧疲软的困境，口碑和人气都不错，豆

瓣评分达7 . 9分。这部剧由郭靖宇监制，蒋家
骏担任导演，而今年，两人再次发力，分别翻
拍武侠经典。刚开拍的《绝代双骄》仍由郭靖
宇担任监制，制作团队是新版《射雕英雄传》
原班人马，导演蒋家骏则执导金庸经典《倚
天屠龙记》。

除了武侠剧，不少偶像剧也加入翻拍行
列。其中，新版《流星花园》可谓阵仗最大，新
版F4和杉菜不断在网上引发热议。黄晓明、
何润东主演的《泡沫之夏》也再度开拍，由秦
俊杰、张雪迎担当主演。近期关注较多的还
有新版《金粉世家》，光主演阵容，网友就已
经讨论了好几个回合。

珠玉在前新剧亮点少

“现在的翻拍剧也太不走心了吧，能不
能拍点新的？”随着越来越多的经典被翻拍，

争议也随之而来。网友纷纷吐槽，有的说选
角一言难尽，有的称审美疲劳，有的则表示
翻拍剧质量堪忧。其实，经典翻拍无可厚非，

但由于“珠玉在前”，翻拍剧也将面
临更严格的考验。

武侠剧更是如此，《射雕英
雄传》有黄日华版，豆瓣评分
高达9 . 1分；《神雕侠侣》有古
天乐版，豆瓣评分8 . 9分；《笑

傲江湖》有吕颂贤版，豆瓣评分8 . 2
分……一提起这些剧，观众都已有较高的

衡量标准。而且，经典的年数都已不短，这些
剧早已成为一代人的童年回忆。

此外，翻拍剧的质量不稳定，也使得很
多观众对其有了抵触心理。而近年来翻拍的
武侠剧中，很多评分都不高，陈晓版《神雕侠
侣》豆瓣评分 4 . 4 分，霍建华版《笑傲江湖》
5 . 0 分，钟汉良版《天龙八部》4 . 3 分。

新人挑大梁成潮流

时代不同了，虽然经典仍是经典，但呈
现给观众的重点却有所不同。前几年，不少
武侠剧是披着武侠的壳揣着言情的心，多数
是“新瓶装旧酒”，时不时地将各种流行元素
掺杂其中，这样的剧看似热闹但却并不持
久，光看评分就可见一斑。

在娱乐化和商业化大潮之中，翻拍剧要
成经典更加不易。郭靖宇曾称，《射雕英雄
传》翻拍有几个原则，即忠于原著、起用新
人、把钱花在制作上。今年这波武侠剧翻拍
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主演大多是新人，而非是
当红明星。《绝代双骄》男主选择了胡一天和
陈哲远，《倚天屠龙记》则是曾舜晞、陈钰琪，

《笑傲江湖》则采用了全新人阵容。《萍踪侠
影》的主演是马可和王晓晨，而《鹿鼎记》的
主演则初定为张一山。

翻拍剧要成经典，最重要的还是在制作
上多花功夫。不论是选择忠于原著还是大胆
改编，起码剧本应经得起推敲。总之，对于很
多观众而言，经典是一种情怀，娱乐化的翻
拍虽可引起一时关注，但观众还需要更丰
富、有内涵的精神食粮。 杨雪

题材创新聚焦魏晋时期

《凤囚凰》改编自同名网络
小说，以南北朝山阴公主为主
角，讲的是山阴公主刘楚玉与门
客容止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权谋
和爱情故事。

中国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
的历史，为古装剧创作提供了一
个取之不尽的素材开掘富矿，
但仔细对比后会发现，魏晋南
北朝作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却
在影视创作中经常被忽视，无
论总量还是经典作品都比较
稀缺。

用美学家宗白华的评价
是“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
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
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
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
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可
以说，魏晋南北朝是影视创
作的题材蓝海，值得投入精
力去发掘。

《凤囚凰》就是将故事
背景聚焦于这个时期，讲
述了南北朝动乱时期男女
主角山阴公主和容止，在

腥风血雨的权谋斗争中肝肠寸
断的爱情故事。剧集在题材拓展
上具有创新意识，值得当下的古
装剧借鉴。

造型对历史解读太浅薄

尽管题材新颖，但从目前播
出的剧集情况来看，这部剧槽点
太多，抛开男女主角的演技不
谈，仅在是否美观上就遭到了观
众的质疑。不论是女主角关晓彤
的“缝纫机头”，还是剧中各种奇
葩的审美影像都遭到原著和网
友的一致吐槽。此前于正曾信心
满满地表示这是一部创新审美
新纪录的电视剧，但一播出还是
让观众哭笑不得。

据记载，魏晋南北朝女子爱
戴假发，发髻高耸夸张，但剧中
关晓彤主演的刘楚玉因为“缝纫
机头”造型，还是挑战了观众的
审美底线。其实，早在去年该剧
开拍时，关晓彤的“缝纫机造型”
就引发了网友热议，关晓彤也曾
公开表示：“这个造型具体呈现
效果还是得等观众来打分了，这
个分，我估计也高不了。”

《凤囚凰》开播前，剧方强调
会表现出“魏晋风流”，但真实画
面却显得很违和。剧中曲水流觞
的宴会上，魏晋名流们却是一群
鲜嫩的美少年，每人玉手纤纤捧
着一面小镜子。这样的场景，被
剧评人尔了了称为“把恶俗当有
趣”、“魏晋名士看重姿容仪表没
错，但拍成这么脂粉气，未免太
浅薄片面了。” 本报综合

近日，杨洋参加专访时针
对年轻演员的演技问题、偶像
包袱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同时他还在节目中透露，在
新剧《武动乾坤》的拍摄中，他
是可以多拿片酬的，但是没有
要，因为希望能给剧组做特效。

在谈话中提及外界对自己
的质疑时，杨洋表示：“我觉得
这是很正常的，我虽然会难过，
会不开心，但我觉得没关系，因
为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希
望我有一个好的人品，演戏也
能有很好的状态，我会不断尝
试，让大家看到我的多面性。”

在节目中，杨洋还表示自
己其实是“红烧肉”，杨洋说道：

“我想让大家看到，我其实是一
个‘红烧肉’。‘红烧肉’是有味
道的，是加了各种东西去做出
来的，我也希望我可以像‘红
烧肉’那样，让大家看到我自
身一些不同的地方。”

面对外界的掌声和鲜
花时，杨洋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做人底线在哪里，
他认为“演戏是我一辈
子的事情，而不是只是
现在的事情”。 七金

杨洋自减片酬：
钱留给剧组做特效 《凤囚凰》：于正的美学让人看不懂

《烈火如歌》
周渝民再穿古装

由迪丽热巴、周渝民主演
的电视剧《烈火如歌》已于 3 月
1 号在湖南卫视播出。该剧改
编自明晓溪的同名小说，电视
剧主要讲述火焰般纯真活泼的
女孩如歌是烈火山庄的继承
人，十九年前的尘封往事将她
卷入漩涡之中的故事。

杨幂旗下的热巴是时下最
火的年轻女演员之一。自从出
演古装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之后，又参加《奔跑吧》，人气可
观。此次挑大梁主演《烈火如
歌》，表现令人期待，据悉，剧中
的如歌始终一身红衣，明艳动
人。男主角周渝民，曾经千百万
少女之梦的F4之一，值得一提
的是，周渝民出道多年但鲜少
接演古装剧，在此之前，不少观
众并没看过周渝民的古装造
型，《烈火如歌》播出后，有观众
感叹：“果然颜值高的人什么造
型都能驾驭”。

据悉，《烈火如歌》由《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原班人马精心
打造，强势的制作团队加上热
文IP，《烈火如歌》的实力不容
小觑。 本报综合

刘烨雷佳音
新剧组“巨头”联盟

要说 2018 年 3 月份最让
人期待的电视剧，《老男孩》肯
定占有一席之地！从剧情上来
看，机长和教师这两个完全不
搭边职业的恋爱关系就吊足
了观众们的胃口；从演员上来
看，刘烨、雷佳音、林依晨以及
李立群这四位实力派演员的
强强联合更是保证了这部电
视剧的质量！

作为娱乐圈内公认的“巨
头”演员，刘烨和雷佳音不负
众望，终于在电视剧《老男孩》
中同框，引发了网友的期待。
在演员确定之初，网友最关注
的不是两人搭戏能碰撞出什
么火花，而是担心刘烨和雷佳
音 这 两 位 能 否 同 时 被 镜 头

“塞”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在

《兰陵王》中饰演了杨雪舞之
后，林依晨已有 4 年多的时间
没接拍电视剧。《老男孩》作为
林依晨的回归之作，在剧中，
她饰演的林小欣造型也是十
分多变，与刘烨在剧中演绎欢
喜冤家。不少网友表示，两人
都是演技派，还是非常期待他
们搭戏的。 本报综合

2018年开年，原本古装大剧火拼的热闹局面没有出现，数档剧
集无限延期，变成了《凤囚凰》“一枝独秀”。由关晓彤、宋威龙两位
年轻演员主演的《凤囚凰》，题材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观众弥
补了这一段时期的剧集空白，但目前豆瓣评分3 . 2分，也创下该剧
艺术总监于正作品的最低分。从女主角“缝纫机头”造型，到于正

对于魏晋美学的失败注解，《凤囚凰》遭
遇了群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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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杨洋洋《《武武动动乾乾坤坤》》剧剧照照

宋宋威威龙龙饰饰演演容容止止倍倍受受好好评评

雷雷佳佳音音、、刘刘烨烨同同台台飚飚戏戏

周周渝渝民民古古装装造造型型气气质质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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