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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剧反恐突击队很燃

在这个春节档，大银幕上
《红海行动》口碑极佳，而在电视
荧屏上也有一支热血战队登
场——— 刘猛执导，杨烁、牟星领
衔主演的武警特战题材电视剧

《利刃出击》正在江苏卫视热播。
《利刃出击》是著名导演刘

猛继《我是特种兵》系列、《特警
力量》后，首部表现武警特战题
材的电视剧。该剧讲述了武警某
部突击队大队长刘闯组建“猎
豹”反恐突击队，与队员里应外
合打击恐怖组织的故事。在一次
次流血与牺牲中，“猎豹”突击队
肩负国家反恐使命，不负重托，
圆满完成任务。

杨烁表示：“我们每次看剧
本的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特
别为这些武警战士感动。”据
悉，该剧开拍之初，为更贴
近武警特战队员的形象，
所有演员均提前与武警

战士一起进行百分百高强度封
闭训练，体验真正特战队队员的
生活。

都市剧展现世像百态

都市爱情剧《风光大嫁》于
上月底在安徽卫视开播，该剧由
蒋梦婕、丹尼斯·吴、吕佳容、张
粟主演，一场探讨爱情和婚姻的
大戏即将开演。

《风光大嫁》改编自风为裳
同名小说。该剧由90后张

晓晗、60后汪家石和70
后金薇三代编剧共

同操刀，中国式
婚姻、网恋奔

现、“面子”婚礼、自尊面具等种
种世像百态，凤凰男、孔雀女、强
势母亲等各个典型人设，以及两
代人婚恋观的正面交锋，对于现
代年轻人爱情和婚姻的探讨，都
是这场“风光大嫁”的看点。

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主
演的《美好生活》已在东方卫视
开播。剧中，张嘉译扮演的徐天
是一个“问题中年”，在事业和感
情上遭受打击后又发生了事故，
他在机场突发疾病，被人送到医
院，从而和李小冉扮演的梁晓慧
发生了一段情感纠葛。

宋丹丹扮演的是刀美岚，从
退休后就开了婚介所，但是自己
却有离异和未婚的儿女，为了自
己的孩子也是操碎了心。据悉，
《美好生活》对再婚、离异以及恋
爱曲折等现实问题进行了探
讨，也通过生活中的不如意，从
新视角展现了老中青三代人的
生活和情感态度。

爱情剧中青年都谈恋爱

《南方有乔木》即将于3月
底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开
播，该剧聚焦创业题材，云集了

白百何、陈伟霆、李现、秦海璐等
一系列知名演员，讲述了高冷宅
女南乔在研发无人机的过程中
邂逅拥有神秘背景的时樾。南父
反对南乔与时樾的感情，南乔也
渐渐得知在被时樾尘封的过往
中还有一位对他影响颇深的女
人——— 安宁的存在。面对南父的
压力、安宁的阻挠和难以磨灭的
过往，南乔与时樾拼尽全力保护
着他们所珍视的爱情。这部剧题
材新颖，剧情也别出心裁，整体
值得期待。

而聚焦中年人爱情的《越活
越来劲》，则正在山东卫视和天
津卫视热播，该剧由喜剧演员刘
流担任总导演，刘流、闫学晶、范
明、修睿、乔杉、于洋等领衔主
演，聚焦当下都市小人物的奋斗
历程，围绕着季德发与钱福云的
二次创业、二次人生展开。刘流
此次在剧中饰演拼劲十足的下
岗工人季德发，闫学晶则一改以
往塑造的“苦情”形象，饰演大大
咧咧、坐拥百万的钱福云，当“抠
搜”大叔遇上“百万富婆”，却反
套路上演了一场女追男的“倒
追”戏码。 本报综合

迎春剧来了，荧屏很热闹

最近的热播剧中出现了不
少职业领域，让观众感觉十分新
鲜，比如由杨幂和黄子韬主演的

《谈判官》中的谈判专家，以及刚
刚播出完毕的《恋爱先生》中的

“恋爱顾问”，这些职业在现实中
存在吗？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谈判官化解困局可能吗？

由杨幂、黄子韬主演的电视
剧《谈判官》正在热播，谈判官这
一职业对观众来说还颇为神秘。

生活中谈判官真的存在吗？
南师大新传院朱强博士表示，

“谈判官”这一职业并不存在，但
其职能一般是由营销经理或者
客户代表来行使。“谈判人士一
般常常会采取包装，弱化谈判功
能，否则会令人增加戒备心。”朱
强表示，剧中一些谈判技巧是有
道理的，比如“谈判中知己知彼，
永远不要先出价。”另外，第一集
开头编剧就设计一个看起来形
式极为严峻的商务谈判困局：全
球两大打车软件“快闪”和“耶
普”的代表正商讨合并事宜时，
快闪代表突然反悔，拒绝合作。
童薇救场时用的就是“第三人”
策略技巧。“特别常见的是，买房

子的时候，房产中介会跟你说，
有好多人来看过了，也是‘第三
人’策略”，朱强说。

恋爱顾问“专业”吗？

刚刚播完的《恋爱先生》中，
靳东饰演的程皓的职业之一就
是“恋爱顾问”。剧中他负责帮爱
慕某女生的男生追爱，也接离婚
男欲追回老婆这样的项目。

真实生活中“恋爱顾问”这
个职业是做什么的呢？这是随着
时代的变化，目前国内产生的新
兴职业。也就是“婚姻情感咨询
师”，其业务范围包括根据实际
在感情问题上予以分析；根据实
际给予客户以切实可行的指导；
根据客户需要，创造一定条件帮
助客户得到想要的爱情。不过，

他们可不是当代“媒婆”，而是要
根据性格、属相、理想，对未来的
规划来帮助人们考察并预测另
一半。随着“剩男剩女”队伍不断
壮大，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
人预测，“婚恋顾问”将成为未来
最火的“不下岗”的职业。

不过，就像剧中靳东自己的
感情问题十分纠结，感情业务方
面也会遭遇尴尬。比如有时候也
会离谱到为帮男生“英雄助美”，
竟然去扎破女生汽车轮胎，后来
被女生打上门来，原因是“婚后
发现这个男人根本跟追求自己
时的不一样，整天打游戏不求上
进”，指责婚姻顾问帮着骗人。因
此，现实中也有舆论对该行业的
专业性存在偏见和质疑。

张楠

热播剧中的新鲜职业靠谱吗？

春节是一年中各家饭桌
最丰盛的时节，明星也不例
外。过年期间，杨紫发微博晒
照称：“别人家都是‘当红演
员’、‘流量小花’，但我一直不
知道怎么定位，直到今天，看
到我的这桌饭菜之后，工作人
员恍然大悟，瞬间找到我的定
位‘ 90 后饭量小花’。”并配了
一张照片展示自己的“饭量”，
只见除了米饭外，满桌饭菜基
本都清空了。

对于这个大胆“自黑”，网
友纷纷表示：“你这个定位非
常精准了”“干吃不胖小花”

“加油你是最胖的”。即将在新
剧《蜜汁炖鱿鱼》中与杨紫合
作的李现则幽默评论：“游泳
健身了解一下…”杨紫立即回
应：“办卡可以优惠么？”惹网
友笑翻：“现哥请监督她，毕竟
决定了您几个月的负重”。

得得

杨紫自嘲“饭量小花”

2 月 26 日，北京海淀法院
发布微博称电视剧《火线孤城》
视频影视资料被带走，后期制
作人被索赔近200万，随心影视
公司称因不满《火线孤城》视频
的后期制作人李某将视频资料
带走，随心影视公司以承揽合
同为由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
判令解除合同、李某返还全部
素 材 和 资 料 、返 还 制 作 费
7 9 1 0 0 0 元并赔偿经济损失
1166700元。

据悉，《火线孤城》是由张
立涛执导的抗日谍战大剧，由
吴樾、王婉中、肖茵、高天、刘晓
虎、李明等主创。 羡羡

电视剧资料遭带走
影视公司索赔200万

王凯新剧造型太土
帅哥成“村草”

2 月 24 日，有网友曝出王
凯和杨烁的新剧《大江大河》路
透，直言：“真人蛮帅，拍戏服装
上身我就哈哈哈了。”

该网友提供的照片中，第
一天开机时，身着黑色长款羽
绒服、黑色鸭舌帽的王凯可谓
真的是又瘦又帅。但到了换上
戏服开拍时，王凯身着土褐色
夹棉衣灰头土脸，这巨大反差
让人忍俊不禁。

网友纷纷调侃道：“这不就
是回家过年前和过年后的区别
么？”“变成村草了。” 黄仁

由张克辉同名原著改编、
崔亮执导，左小青、刘以豪、张
书豪、侯彦西等主演的青年抗
战剧《台湾往事》正在浙江卫
视中国蓝剧场热播。该剧讲述
了在日据时期的中国台湾，三
位青年林清文、周绍祯、庄是
耕为时局所迫离开台湾前往
大陆，在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
中经过困难的磨砺，最终殊途
同归，为了心中的理想并肩战
斗的励志故事。

在已经播出的剧情当中，
因为“黄金水稻”事件而帮助
乡亲们打抱不平的林清文、周
绍祯、庄是耕遭受日本人追
捕，连夜逃亡至台北，开始了
背井离乡的生活。作为三位青
年中的核心领袖林清文，在被
迫离开校园接受社会的洗礼
后，成熟了许多的他选择和伙
伴们在台北靠自己的双手打
拼，三位青年干着最普通的工
作——— 拉黄包车和擦皮鞋，他
们在这艰难的离乡岁月中感
知到生活的不易和真情的可
贵，友谊愈发深厚。这个充满
正能量的励志青年组合可以
堪称为抗战版的“小虎队”。

该剧播出后，不少网友都
表示“依稀的怀旧气氛，像旧电
影里的慢镜头”、“散发出散文
格调的家国史诗”。该剧确实不
是狂风骤雨的高强情节剧集，
也与许多枪林弹雨密集的抗战
剧有些许区别，但《台湾往事》
在故事的结构和叙事手法上独
具匠心。该剧以三位青年的成
长之路为主视角，让这一更为
年轻化的叙事角度引发当代青
年的共鸣，给更多当下的两岸
青年以正面引导的现实意义。

林含春

《台湾往事》三主演
变抗战版“小虎队”

在这个春节档期中，或许是
受到大批观众忙于出游、聚餐的
影响，电视剧作收视普遍低迷。如
今，新春假期即将结束，又有若干
新剧即将跟观众见面，其中，人气
小生、小花的表现尤其受到关注。
他们能否激起观众的收视热情？

张张嘉嘉译译携携《《美美好好生生活活》》再再战战荧荧屏屏

蒋蒋梦梦婕婕陷陷入入““网网恋恋””

谈谈判判官官这这一一职职业业现现实实中中并并不不存存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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