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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自律
才是对自己和公众负责

随着集数的通胀，国产剧注
水已经成为一个显性问题。目前
国产剧故事不够回忆来凑、剧情
不够感情来凑的情况是不争的事
实。影视剧从台词注水、情节注水
到剪辑注水，都并不少见。但正在
播出（或者说还没播完）的电视剧

《凤囚凰》再次翻新了注水剧的新
玩法：打着创新的幌子注水。

《凤囚凰》在第 16 集中设置
了一个“说书人”角色，由他之口
说出之前 16 集的剧情只是一个
故事，于是从头起再讲一个版本，
将《凤囚凰》分为了刘宋篇（ 1-16
集）和北魏篇。于是电视剧《凤囚
凰》从 17 集开始，准备通过把男
女主角各自处境对换的方式再拼
出 16 集，用已经有的人设开启另
一个故事。这样的玩法，是不是接
下来编不下去时又可以变成一个
梦境然后从头再来？不客气地说，
这已经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剧
了，而是几个故事的拼贴。如果结
尾不能把剧情串起来，那么于正
可以说解锁了堪称恶劣的注水剧
新玩法，还打着创新的名号。

一般来说，国产剧最为常见
的注水是 45 分钟的故事前面 15
分钟都是“前情提要”，故事中间
再穿插许多“回忆杀”；口水台词
不断重复；简单的故事情节无限
拉长；配角的戏份吃重、甚至主角
可以在一集中只出现几分钟———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

因为按照于正的同人故事的
方法，每一个故事可以不断被证
实为是虚幻的梦境，再开启一个
新的副本，一个永不闭合的叙事
链，同人故事不断地增殖，变为整
个剧集结构上的注水，但这一操
作更为恶劣的是，它视故事完整
性为无物。这不仅是不尊重观众，
也是不尊重原创。 韩思琪

电视剧“神配角”
抢戏多了招人烦

《美好生活》大结局了，本来
一部开局很不错的电视剧却在后
半段随着越来越狗血的剧情而评
分口碑逐渐走低，当然还有一部
分观众选择了弃剧——— 因为配角
贾小朵，这位不知道是女几的配
角强势抢戏，分分钟在时长上压
倒女主角李小冉没商量。

近两年，电视剧中这种“神一
样的配角”并不少见。而他们问世
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上面
提到的贾小朵，其扮演者为该剧
男主角张嘉译工作室的签约艺
人，如此力捧并不奇怪。该演员也
曾出现在《急诊科医生》里，当然
贡献了另一个万人嫌的角色：党
珍妮。党珍妮的角色本身就不讨
好，被万人嫌还可以甩锅编剧。但
是平心而论，贾小朵这个角色还
是蛮有戏的，可依然被观众如此
嫌弃，只能由衷地说一句：张老
师，捧人没有错，但办法可能真的
不是加戏这么简单，找个适合她
的、她能驾驭的角色吧。

不仅这个角色的戏特别多，
为了增强其在剧中的重要性，而
且还要强行和男主产生情感纠
葛。甚至男女主的戏份，女主和追
求者边志军（辛柏青饰）的戏份，
她也要在旁边坐着……这相当让
人看不懂。而和李小冉的对比镜
头并不能凸显这位 90 后年轻演
员的任何优势，这样的“捧”法几
乎是“捧杀”了。 杀马特老阿姨

“创新式注水”
太不尊重观众

神回复

因在《芈月传》中饰演义渠
君而成名的演员高云翔，近日被
曝因涉嫌“性侵”在澳大利亚的
悉尼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
一名音译为“ JING WANG”的
男子，内地媒体向当地法院取
证，得到的回应是，“ 4 月 6 日上
午 9∶30 重新开庭审理。”

在明星个人形象纷纷坍塌
的今天，高云翔这起事件引发了
一轮“挖料”大战，不少自媒体作
者截取高云翔写给妻子董璇的
表白图片，以各种资料的堆积和
充满想象力的猜测，迅速把高云
翔由“暖男”推向“渣男”阵营。

如果高云翔的“性侵”传闻
属实，那只能说部分娱乐圈艺人
再次刷低了人们的认知底线。不
过在法院没有透露更多消息、也
没有进行最终判决的状况下，人
们还应抱有“疑罪从无”的态度。
毕竟这起事件，还存有一些疑
点，事件也正在调查之中。

但无论高云翔事件属实与
否，其参演的相关影视作品方都
会心惊肉跳一把。在高云翔主演
待播的作品中，投资达 5 亿的

《巴清传》恐怕最为担心。
高云翔的事情，如果判无罪

自然是最好的结果，粉丝们仍然
会拥有一个优质偶像，其出演的
作品的投资方，也会长舒一口
气，可万一其罪名被坐实，将会
给相关出品方带来致命打击。近
几年来，时不时有明星吸毒、嫖
娼、出轨等负面事件刷屏，引起

主管部门的重视，三令五申地提
及艺人艺德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几乎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对污点
艺人的作品进行限制。

尽管有着严厉的管理规范，
但如何规避明星“犯事”带来的
损失风险，依然成为令影视制作
企业头疼的一件事情。有人建议
片方在与明星签订演出合同时，
把“作品未播完之前不得发生有
违道德的恶劣负面事件”写进条
款，如果因为明星被抓或大范围
被骂导致作品无法播出，明星不
但要全额退回片酬，还要赔偿相
应损失。

这个建议挺好，看上去也有
合理性，但却注定是个无法得到
执行的点子，它更像是无奈之下
的吐槽，一旦落实到合同条款
上，就会面临很多实际问题。更
重要的是，明星见到这份合同，
恐怕还没到签字阶段就落荒而
逃了。

还有一种建议，就是出品方
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特有的

“明星意外险”，一旦因明星出事
导致作品无法播出，保险公司可
按合同约定进行赔偿——— 这同
样难以落实，因为保险公司无法
对一位明星的道德准则进行预
测。就目前的状况看，以约束明
星的行为来保障作品的正常销
售，暂时还找不到合理合法的方
式。一旦约束的形式激进一些，
则有可能侵犯到明星的私人权
利；而约束的条款如果是松散型

的，则会留下很多漏洞。
即便是把明星变成投资方、

出品人，以片酬入股，或者自带
资金加盟，利益与风险共摊，也
只是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保险系
数，并不能百分百解决问题———
因为形象与道德毕竟是可以虚
构以及变化无常的。

但别忘了，明星艺人一旦出
现丑闻，最大的受害者其实还是
自己。仅是私生活有道德瑕疵的
艺人都很难再完全复出，更别说
违法甚至犯罪的劣迹艺人。因
此，明星约束自己不仅仅是对合
作伙伴负责，更是对自己的事业
负责。 韩浩月

王宝强亲领金扫帚奖

有这样的勇气更可贵

已经第九届的中国电影金
扫帚奖迎来第一位直面这个奖
项的得主——— 王宝强。因《大闹
天竺》表现糟糕，他上台领取了
最令人失望导演奖。在发表获奖
感言时他说，感谢这个奖项给自
己一个机会对观众说对不起。

电影《大闹天竺》的确质量
不高，作为导演和主演的王宝强
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需要向观
众道歉的绝不止他一位导演，要
知道，《大闹天竺》作为导演处女
作，这部电影虽然没达到合格的
标准，但王宝强也算尽力了。7亿
票房的成绩依然是个商业成功

的案例。
即使是当天颁发的这个“最

令人失望导演”奖，王宝强也没
有独享：一同获奖的还有电影

《逐梦演艺圈》的导演毕志飞，但
他并没有到场。和他相比，宝强
不知道专业到哪里去了。放在整
个2017年电影市场，《大闹天竺》
也不算最差。王宝强之所以拿下

“最让人失望导演”的称号，恰恰
是人们对他有所期待——— 而对
毕志飞这样的奇葩，人们甚至连
希望都不会有，更何谈失望？

当晚还颁发了一系列年度
最佳，作为一种荣誉，获奖得主
们悉数到场。显然，直面批评比
接受荣誉需要更大的勇气。承认
差距、接受批评、自勉自励，王宝
强成为金扫帚拿奖第一人，他的
勇气得到了全网的肯定。

直面批评并非中国电影人
需要跨越的心理障碍，好莱坞也
一样。同样以批评烂片为己任的
金酸梅奖创立于1980年，直到第
16个年头才迎来第一位受奖者，
《美国舞娘》的导演保罗·范赫
文。但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电
影工作者勇敢地走上了金酸梅
的领奖台，像本·阿弗莱克领过
最差男演员、哈莉·贝瑞领过最
差女演员。尤其有趣的是桑德
拉·布洛克，在她领取金酸梅最

差女演员的隔天，以《弱点》夺得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成为影坛佳
话。显然，在好莱坞的评价体系
中，批评与表彰是并行的、独立
的，金酸梅这个奖项的意义，得
到了电影工作者的认同，成为创
作者和评价者的交流通道。

相比之下，处于急变漩涡的
中国电影市场，因为评价者与创
作者处于双重的不规范、不专业
尴尬中。国内电影从业者缺乏必
要的专业门槛，非专业演员、跨
界导演被资本包装吹捧后成为
一个个美丽的泡沫。以导演为
例，王宝强只是演员跨界做导演
的一个案例，主持人、歌手、作
家、相声演员玩票做导演并获利
颇丰者比比皆是，而真实的批评
声则被虚假数据和舆情掩盖。从
这个群体中选择一个最令人失
望得主，简直挂一漏万。

王宝强直面金扫帚奖，更深
远的意义在于他承认不足的勇
气，这甚至不是一个电影问题，
而是一个创作者的自我认知问
题。《火烧红莲寺》导演、第一代
导演中坚张石川曾说，我从电影
批评中可以得到不少益处，就像
对着镜子发现了脸上的污点一
样。尽管目前电影批评距离成为
一面镜子还远，但王宝强至少呈
现了照镜子的勇气。 今天道

4 月 1 日，韩国演员崔成
国来到上海田子坊游玩，遇
到印有自己的表情包火柴
盒，他通过微博晒了一张和

“自己”的合影，并配文：“逛
街看到一个表情包的小东
西，拿起来看看。店长过来
说，买吧，你看跟你多像啊”。
前任网友：“老板，我是表情
包本包”。
黄钜凯：确认过眼神，是金馆
长本人！
魏氏陈情：这要是收版权费，
可绕地球三圈！

3 月 31 日凌晨，古天乐
再次发出与李若彤的合影，
并配文：“姑姑你好吗？继上
次七年前在飞机上偶遇，最
近再次跟李若彤碰面，真是
一个非常难忘的时刻，我们
当然就立即合照留念！也许
我们可以再次合作拍摄《神
雕侠侣》，一套发生在现代或
未来世界的全新版本，各位
古迷，大家会支持吗？”
谷米 5366 ：废话，能不支持
吗?古仔，你一定要主动一点
啊，快点跟姑姑合作！
95 神雕贴吧：感觉不仅是我
们没有出戏，你们也一样呐！
宇宙第一帅古仔的女朋友：
超级期待！是不是可以穿越
到未来世界手术移植一个胳
膊给过儿？

“表情包”
遇到真人

岳云鹏晒“自拍”
被网友嘲笑

4 月 1 日愚人节下午，岳
云鹏在微博上晒出了“帅气
自拍”，并配文：“这个角度的
我好看吗？”然而一看照片，
赫然是吴彦祖在扭过头来盯
着你看。
擅长憋尿：好看！但这个不是
你呀，傻瓜！
张云雷：放我照片干啥！
杜海涛：瘦了很多，要多多注
意身体！
一个手模：你是翻着家谱去
改的基因吗？

古天乐盼拍
《神雕侠侣》续集

高高云云翔翔惹惹上上麻麻烦烦

王王宝宝强强勇勇气气可可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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