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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权震乾

国产剧最不缺的就是家庭
剧，各种婆媳家长里短，每个家
庭成员都有一堆破事，彼此嫌弃
又相依为命。近日，由张嘉译、宋
丹丹、李小冉、李乃文、姜妍主演
的国产家庭剧《美好生活》，正在
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双平台热
播。因为反套路和接地气的剧
情，受到不少观众的喜爱。

离婚成张嘉译剧中标配

宋丹丹姜妍再演母女

不同于同类型的电视剧，
《美好生活》在“惨”字上下足了
功夫，剧情设置与韩剧《陷入纯
情》有些神似。第一集一上来，就
把张嘉译饰演的男主角徐天描
绘成了一个事业爱情双失利的
失败者，因为目睹妻子出轨，徐
天离婚后决心从美国回国内发
展，结果却在飞机上因为心脏病
而晕倒。

李小冉饰演的梁晓慧也不
遑多让，在“惨”方面与男主角张
嘉译并驾齐驱，结婚
第一天丈夫就因执
行公务而殉职。因为
丈夫生前签署过

器官捐献协议，他的心脏正巧与
张嘉译配型成功，把这视为丈夫
生命延续的李小冉，由此与张嘉
译发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
纠葛。也有观众调侃，“离婚”已
经成张嘉译的“标配”，几乎每部
剧张嘉译都要离次婚。

编剧懒得起名字

七八部剧男主角重名

不少观众早在知道张嘉译
饰演的男主角名为徐天时就有
种熟悉之感，这种熟悉感在看到
编剧名字时迎刃而解。

但凡是徐兵担任编剧的电
视剧，男主角名字必定叫徐天，
从抗战神作《红色》中的张鲁一，
到《请你原谅我》中的吴秀波，还
有李易峰主演的未播新剧《在纽
约》，男主角名字都是叫“徐天”。
有人统计过，由徐兵担任编剧的
电视剧作品，除了“命题作文（改
编作品）”，至少有七八部电视剧
男主角的名字都是徐天，到底徐
兵对于“徐天”这个名字有什么
执念？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很

简单，“我懒得起名字，我儿子就
叫徐天，所以基本男主角名字就
都叫这个。”

一地鸡毛照进现实

苦中作乐体味人生真谛

包括《白鹿原》和《美好生
活》在内，这是张嘉译和导演刘
进的第五次合作，这次他们的野
心也不小，意图展现的是老中青
三代之间的现实生活画卷。《美
好生活》打动人心的点就在于，
它描绘出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地
鸡毛。

人到中年的张嘉译，面对东
山再起力不从心；宋丹丹开着婚
姻介绍所，却对儿女的婚事一筹
莫展；李小冉和父亲相依为命，
却也因为父亲的过度关心和工
作关系压力山大……每个人都
有自己琐碎的生活。但《美好生
活》却没有大打苦情牌的用意，
反而是段子张口就来，让人体会
到主角们对于生活饱满的热情，
这种正能量带给观众的也是继
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新版《流星花园》已于 2017
年11月开拍 ,新“F4”组合分别
来自不同城市 ,王鹤棣饰演道
明寺、官鸿饰演花泽类 ,梁靖
康、吴希泽分别饰美作和西门
彦 ,女主角杉菜则是由沈月饰
演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拍摄
当中。

近日 ,有网友晒出一些照
片 ,照片中 ,庾澄庆疑似客串街
头艺人 ,在路边一边弹着吉他 ,
一边飙唱旧版本的主题曲《情
非得已》,一旁的沈月蹲下投完
钱后 ,配合剧本上前牵着王鹤
棣 ,男女主角情侣感爆棚 ,流露
出甜蜜氛围。

对此 ,制作人柴智屏也通
过社交网站晒出当天拍摄现场
的大合照并配文称:“17年后,我
最爱的好友哈林,再度来到《流
星花园》,为我们唱《情非得已》,
幸福得想要掉泪 ,你是永远的
音乐传奇。”

画面曝光后 ,也勾起不少
剧迷当年回忆 ,引来大批网友
留言直呼 ,“好怀念”、“情非得
已真的感动”、“熟悉的声音
啊”,在网络上掀起一阵热议。

事实上 ,《流星花园》最初
是改编自日本漫画《花样男
子》，2001年时由徐熙媛(大S)、
男团F4主演 ,也因此捧红了言
承旭、周渝民、朱孝天及吴建豪
等人。如今相隔17年,新版《流星
花园》从宣布开拍至今,一直备
受网友期待 ,特别是新版F4各
个颜值好 ,也让柴智屏对新版

《流星花园》信心满满。 张辽

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心敏
于 2018 年 3 月 3 日凌晨 5 时
25 分因病去世，享年 67 岁。

李心敏 1950 年 9 月 20 日
出生于山东蓬莱，1980 年参演
首部作品《新疆奇趣录》出道，
随后主演了《袁隆平》、《走西
口》、《大宅门》、《射雕英雄
传》、《摊牌》、《十八个手印》等
观众耳熟能详的影视剧。

近几年，李心敏在《金婚
风雨情》、《咱们结婚吧》、《假
如生活欺骗了你》、《野鸭子》、

《岁月如金》、《于无声处》等剧
中出演各式各样的父亲角色，
有着“国民父亲”之称。

李心敏也因真诚的演技
为观众带来感动，2005 年凭借

《摊牌》获得百合奖最佳男演
员奖，2009 年因《十八个手印》
获百合奖最佳男演员奖、第 16
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
影男演员奖，2011 年因《老寨》
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
角奖提名，2013 年获得中国老
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我的长
辈”最佳表演奖。李心敏的演
技平实中见功力，在《金婚风
雨情》拍摄现场，郑晓龙导演
也对他的演技拍手叫好。 杨阳

庾澄庆客串
新版《流星花园》 《美好生活》：最惨主角非他们莫属

“国民父亲”
李心敏因病去世

电视剧《风光大嫁》已于2
月26日登陆安徽卫视，由蒋梦
婕、丹尼斯·吴（美国）、吕佳容、
张粟主演，四人之间的爱恨情
仇引发了网友对于爱情、婚姻、
事业等话题的热议。

在已播出的片段中，《风光
大嫁》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网
恋、裸婚、彩礼、婆媳关系等现
实问题，而“高富帅（自身条件
优渥的男人）”和“凤凰男（观念
守旧的男人）”截然不同的命
运，也让不少观众产生共鸣，为
现实的无奈而唏嘘。

从未见面的四年网友竟是
一个“霸道总裁”，不少观众直
呼不可思议，并表示网恋不靠
谱不可相信；但也有网友表示，
网恋也有真爱。因此对于“网
恋”问题，观众持不同态度，引
发热议，也再一次对“网恋”有
了不同的看法。

剧中除了蒋梦婕、吕佳容、
白一弘等年轻演员的加入，更
有李颖，卢勇等老演员的入驻，
演员对于角色的塑造，也将观
众的情绪从气愤，到爆笑，到虐
心，再到甜蜜中不断切换，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势必是一场不
可复制的情感大戏。 李彤

《风光大嫁》
网恋问题引热议

《老男孩》刘烨

隔记者 权震乾

2011年，筷子兄弟一部微电影《老男孩》火遍全国，衍
生歌曲《老男孩》也成为街头巷尾传唱的神曲。80后们借
着这股怀旧氛围，纷纷开始缅怀自己的校园生活。但是
湖南卫视这部新剧《老男孩》，却不是追忆青春的。年近
不惑却不急着成家立业的刘烨，搭档冒冒失失正义感十
足的林依晨和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儿子，讲的其实
是个“拒绝长大”的故事。

娱乐圈巨头开会

损友互相挤兑最好看

刘烨曾经塑造的角色多半
苦大仇深，像是《蓝宇》中的忧
郁男孩，《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
人》中阴郁的龙小羽，《血色浪
漫》中桀骜不驯的钟跃民……
但自从结婚生子后，刘烨就在
搞笑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出
演的角色也偏好喜剧。或许是
有子万事足，刘烨除了变身为

“火华社社长”，也在发福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头越来越大的
他和雷佳音、靳东号称为“娱乐
圈三大巨头”。在新剧《老男孩》
中，就集齐了刘烨和雷佳音两
大巨头，再加上一个雷佳音的

“损友”李光洁友情出演，三个
人聚在一起聊闲天都能让人津
津有味看半天。

在电视剧越来越频繁使用

配音的情况下，《老男孩》全剧
都运用了演员的原声，这对演
员的表演就提高了一个档次，
但对于刘烨、雷佳音等演员来
说，原音不在话下。这其中最让
人惊喜的则是林依晨。

林依晨作为“台湾偶像剧
女王”，前两年凭借《我可能不
会爱你》成功转型，2013 年一部

《兰陵王》更让她成功打入内地
市场，但林依晨后来未再乘胜
追击，反而选择出国留学巩固
自己的专业。时隔五年后，再战
荧屏的林依晨用一口几乎听不
出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呈现出
作为专业演员的素养。尽管刘
烨、雷佳音和李光洁的三个老
男孩组合格外抢眼，但林依晨
却也没被比下去，饰演的麻辣
女教师和刘烨从一开始就掐
架，欢喜冤家的设定让人格外
期待。

刘烨拒绝长大

被调侃是“出土文物”

成长题材一般在主角身上
年龄跨度都非常大，但是刘烨这
种40岁还要长大的故事就格外
特别，一个40岁“男孩”想要成长
并不容易，除非自己需要，否则
绝对要借助外力条件来让他改
变。《老男孩》运用的外力，是前
妻所生的一个16岁正值叛逆期
的儿子。平时一个人生活惯了的
刘烨，家里马桶坏了不修、袜子
不洗，还常常要飞外地出差，但
家中多了个儿子需要照顾，生活
立刻变得不同。生活由自己为中
心变成以孩子为中心，刘烨自然
不习惯。但在照顾儿子的过程
中，刘烨总会沾染不少柴米油盐

的烟火气，不仅他在成长，儿子
也在与“新”爸爸的相处中，逐渐
长大。

除了养孩子这一现实问题，
还有跨国恋面临的两地分居、70
后面临的中年危机，这部剧可谓
一网打尽。此外，80% 的国产剧
都将男女主角的感情设定成“欢
喜冤家”，两人由“打”生情，在

《老男孩》中也是如此，林依晨调
侃刘烨是“出土文物”等金句不
断。如何让剧情不落俗套是件非
常难的事情，何况将“欢喜冤家”
这种大众组合编出花来。目前，

《老男孩》收视情况不错，口碑也
尚处在观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只要后续剧情中“老男孩”的成
长不狗血、不开挂，或许是非常
有观众缘的一部剧。

重返“青春期”

《《美美好好生生活活》》剧剧情情接接地地气气

刘刘烨烨、、林林依依晨晨剧剧中中成成欢欢喜喜冤冤家家

李李心心敏敏““父父亲亲””形形象象深深入入人人心心

《《风风光光大大嫁嫁》》聚聚焦焦婚婚恋恋现现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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