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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沾“洋味儿”可不行

想来还真是，远的不说，刚
结束不久的《恋爱先生》，不也
是这个套路吗？靳东和江疏影
在比利时的私人恩怨延续到了
回国，然后再加上各种强行的

“偶遇”，最终促成一段良缘。杨
幂主演的《亲爱的翻译官》《谈
判官》，前者故事始于瑞士苏黎
世，后者始于美国纽约，再一路
纠缠回国；同样有“海外情缘”
桥段的还有陈乔恩的《放弃我
抓紧我》《人间至味是清欢》；朱
亚文王丽坤的《漂洋过海来看
你》……但凡是都市剧，似乎不
沾点“洋味儿”编剧就不知如何
下笔，如何铺陈情节。

而地点的选择呢，不是能
给普通观众以浪漫遐想的欧洲
城市，就是刻板印象中商界大
佬最终厮杀的美利坚纽约。总
之，你在国产都市剧中往往看

不到非洲、南美城市的倩影。即
使近期好评度颇高的电视剧

《美好生活》也不能免俗。不过
还好，《美好生活》男主角尽管
贴着“海归”的标签，但这仅仅
只是一段曾经的生活经历，和

《恋爱先生》里自带高端精英光
环的靳东还是有本质区别。

为赶时髦硬凹更尴尬

把剧情放在国外，实际上
给拍摄增加了不少难度。据报
道，电视剧《好先生》一开始将
取景地定在美国，剧组的工作
人员甚至已经踩好点，联系好
了制作单位，却因为签证问题
不得已改道意大利。改换国家
拍摄给拍摄增添了难度和工作
量：为了剧情的真实性，布景的
工作人员煞费苦心，将意大利
文全部改为英文，连车牌、警
服，徽章甚至墙上的涂鸦都改
成了美国风格的，甚至外籍演

员的声音都找了美国人来配
音；最夸张的是演员背后的星
巴克招牌都是后期PS上去的。

这还是“良心剧组”了，更
多的“海外剧情”在经费不够或
者诚意不够的剧组里，解决的
办法往往就是找几个外国人敷
衍了事。比如电视剧《何以笙箫
默》里洋气的“外国街头”，其实
是阳澄湖畔的一个购物村；《欢
乐颂2》一开始安迪和油腻的小
包总去的“普吉岛”，其实也是
国内的一个度假村。

当然，去哪里取景、拍摄不
是重点，大部分都市剧里，所有
情节铺垫都是为了谈恋爱。那么
悖论就是，既然你只是为了谈恋
爱，写跨国公司不触及商业运
作，写贫寒留学女的励志却给她
周身名牌、公主脾气，写职场斗
争不剖析矛盾核心……那故事
是不是在美国发生的，有没有在
海外取景，并不重要。 枕书

国产剧没“海外故事”拿不出手？
近日，国内首部乒乓题材

电视剧《夺金》在吉林市桦树
乡举行了隆重的开机仪式。据
悉，该剧由原国家乒乓球队总
教练许绍发担任乒乓球总顾
问，郑凯、张逗逗主演，程煜，
巫刚等实力戏骨倾力加盟，是
张前导演继《亮剑》、《和平年
代》等经典作品后，全新创作
的热血青春与体育竞技的年
代大剧。

《夺金》讲述了20世纪60年
代初，家境窘迫的穷学生刘争
光怀揣乒乓梦想进城打球，随
后一步步被选入省队，打进国
家队，代表国家出征欧洲，改
革开放之后又开办乒乓学校，
用夺金的拼搏精神培养新一
代年轻运动员的故事。生动再
现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
初国球辉煌之前不为人知的
峥嵘岁月，讲述了一代国球健
将为国奋斗的故事。

《夺金》作为体育总局第
一次对外合作联合摄制的乒
乓题材电视剧，对于涉及乒乓
球专业部分的拍摄，提出了极
高的要求。

为了解决专业上的问题，
剧组特邀前国家队总教练许
绍发作为技术总顾问，对主演
们展开为期三个月的魔鬼训
练。此外，剧组还特邀著名音
乐家李海鹰为本剧创作音乐，
金牌导演掌舵，资深编剧、一
线实力主创的集结，让本剧的
品质值得期待。 杨雯婕

《夺金》开拍
展国球健将峥嵘岁月

“一年拍1 . 5万多集电视
剧，能播出去多少？只能播出
8000多集。”近日，全国政协委
员、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
司艺术总监郑晓龙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这样的电视剧“繁荣”
实则为巨大浪费。实实在在提
高影视剧的创作，还是应该注
重内容，要敢于触及问题。

郑晓龙认为，前些年中国
的影视创作一直在蒙太奇等技
术运用方面学习海外，但是在
内容上并没有下大功夫。“我记
得当年拍《渴望》的时候，市里
的领导都是直接参与剧本的策
划和制作，非常重视。”如果没
有好的内容，没有真正能打动
人心的内容，电视剧产业只能
是虚假的繁荣。他举例说，我国
现在年产电视剧约1 . 5万多集，

“这是一种繁荣吗？我觉得是巨
大的浪费。一年能播出去多少
集？8000多集，实际上一半的戏
是播不出去的，那不是就有一
半的浪费吗？”郑晓龙告诉记
者，如果按照现在电视剧一集
的制作费用为80万至100万元
来计算，8000集最高就要花掉
80亿元。“如果把这些钱用在前
边那8000集的制作上，那经费
就会更多，就能够创作质量更
高的作品。”所以，郑晓龙认为，
要实实在在提高影视剧的创
作，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抓内容
的问题，要努力讲好中国故事。

陈恺

郑晓龙炮轰
1 . 5万集剧浪费一半

近日，电视剧《惊蛰》发布
官方概念海报，海报整体以灰
暗色系为主，漩涡状的荆棘缠
绕着枯死的树干，而在树干上
却萌出嫩芽，一抹绿色给人以
一种生机一种希望。从海报中
可以看出一场暗流涌动的谍战
风云即将掀起，命悬一线但终
将绝处逢生。海报一经发布，就
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纷纷感
叹“终于开拍了”。

有网友爆料称该剧男主角
将由黄晓明出演，此消息曝出
后就引来网友热议，但官方迅
速予以回应称：网上爆料并不
属实，《惊蛰》一剧男主角跟包
括黄晓明在内的几位实力男演
员都有接触，但目前还尚未最
后确定。虽然此消息不属实，但
网友对于电视剧《惊蛰》的期待
却并未减少，表示相信幕后团
队，希望电视剧能早日开拍，已
经等不及了。

剧方表示电视剧《惊蛰》改
编自海飞的同名谍战小说，准
确剧名为《谍战深海之惊蛰》目
前该剧剧本还在送审中，开拍
日期尚未确定，一旦确定就会
公布给大家。

此剧由电视剧《麻雀》原班
人马编剧海飞、导演金琛再度
联手，再掀谍战风云。据介绍，

《惊蛰》剧本已经打磨了近两
年。小说《惊蛰》讲述发生在上
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与上海之
间，“包打听”陈山阴差阳错卷
进一场谍战漩涡当中，其爱人
和亲人的以身报国，慷慨赴死，
终于让陈山热血燃起、勇敢跟
侵略者抗争，最终成长为坚强
勇敢的爱国战士的故事。冷雪

网曝《惊蛰》将开拍
男主角要定黄晓明？

《初心》

思想性艺术性有机融合

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大型
历史传记正剧《初心》，因为表达

“信仰的力量”而受到观众点赞。
它讲述了开国少将甘祖昌从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始终牢记
党的使命、艰苦奋斗的感人事
迹。甘祖昌在动荡时期战争救
国；新中国成立后不畏艰险建设
新疆；解甲归乡后，他又以满腔
热血投入家乡经济建设中，其夫
人龚全珍教书育人为乡亲服务。
观众称，这部作品既以真人真事
为原型，塑造了一位朴实朴素、
独具特色的“将军农民”形象，又
不局限于展示人物事迹，在内容
方面进行了挖掘和升华，思想
性、艺术性有机融合，从而有了
鲜明的历史质感。他们看后表示
很有感触，“我看到了老一辈革
命家的磊落风范、不图享乐、不
忘初心、永葆本色的可贵品质。
我要学习他们淡泊名利、无私奉
献的高尚情操，自觉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老戏骨吴京安将甘祖昌的

形象演绎得深入人心，获多方盛
赞。虽然这个演员的名字有些人
会感到陌生，但他用实力表演将
人物的一腔正气勾勒在每一位
观众心中，细腻地诠释出甘祖昌
不平凡的一生。不久前，他在央
视热播剧《天下粮田》里饰演的
刑部侍郎刘统勋，正直无私的形
象同样让观众记忆犹新。

《我的父亲我的兵》

另类父子抗日惊艳观众

由杜军执导，张一山、刘威、
程琤、傅淼等主演的电视剧《我
的父亲我的兵》正在央视八套黄

金档热播。该剧以抗日战争为背
景，讲述了八路军连长付子龙临
危受命，和日军展开激战，在战
斗过程中遇到了失散多年的父
亲田守义，两人既斗智斗勇又携
手共进，最终父子联手粉碎敌人
阴谋的故事。

该剧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刻
画历史和英雄的同时，塑造了一
群青年人的鲜活形象。戏里一出
场，张一山与日军的打斗戏就惊
艳了不少观众。同时，他和刘威
扮演的父亲之间的互动也是一
大看点，“他又是我的父亲，又是
我的兵，剧情不常规，观众看起

来还挺有意思的”。
张一山的军装造型英气十

足。回顾张一山这些年出演的人
物，铁血硬汉余罪、文艺青年秋
水，不管哪一个，年轻的他都融
入了自己的风格以及态度，淡定
磨炼自己的演技，不少网友对此
给出好评。

《好久不见》

年轻人创业渴望证明自己

由杨子姗、郑恺主演的电视
剧《好久不见》，将于3月26日登
陆北京卫视。该剧讲述的是家境
一般的花朵朵与富家大少贺言
误打误撞相识，从水火不容到共
同创业彼此许诺的故事。郑恺、
杨子姗多次合作，已算是老朋
友。因此也有人担心两人看不出

“不打不相识”的默契，不过郑恺
早前曾表示，他和杨子姗之间

“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仇恨’，吵
架的戏演得最好。”当年，他们在

《致青春》中，第一次见面试戏就
是在船上吵架后跳河的那场。

剧中男主角贺言的设定是
年轻、帅气、多金、张扬、任性，很
小的时候被送往国外念书让他
饱受孤独，而父母婚姻的惨淡收
场更让他不相信爱情，直到他遇
到了花朵朵。这样的剧情听起来
十足又像一个“霸道总裁爱上
我”的故事，不过郑恺曾表示贺
言并不是一个脸谱化的“高富
帅”，而是一个内心有些孤独、渴
望通过努力证明自己的、具有普
遍性的年轻人，“这次演的是一
个性格比较沉默的人，比以往内
敛了很多，同时这部戏有商战，
有创业，也穿插着感情线。”

本报综合

热热播播剧剧
正正能能量量满满满满

正在热播或即将播出的
剧集，都让观众感到满满的
正能量。《初心》里，教人不忘
初心、淡泊名利。《我的父亲
我的兵》中，年轻演员张一山
褪去青涩，英气十足。《好久
不见》中，郑恺与杨子姗时隔
多年再合作，演绎别样创业
故事。这些精心制作的戏剧
注入了激励人心的力量，给
观众特别是当代青年形成正
面引导。

近日，有网友吐槽称：
“现在电视剧套路都太重
复了，前几集必须从国外
展开，男女主角必须得遭
受点人生不幸，回来之后
别管原来在美国意大利西
班牙住多大房子，必须往
胡同里一钻然后阴差阳错
甚至可以说是蹊跷地遇到
了男女主角，然后互相挤
兑不顺眼挤着挤着就在一
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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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先先生生》》中中孙孙红红雷雷还还进进了了外外国国监监狱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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