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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罗晋、潘之琳主演的强情
节都市情感剧《真爱的谎言之破
冰者》（以下简称《破冰者》）将于
4月中旬登陆北京卫视和东方卫
视。该剧由郑晓龙监制、于金伟
担任制片人，整个故事以缉毒为
背景，直击当代年轻人的情感空
间与成长经历，在生死较量中，
展现着靳远（罗晋饰）等新时代
年轻人和广大缉毒干警们的家
国情怀。

主角卖力

幕后班底强大

作为正处在上升关键期的
演员，罗晋在这部戏中的投入也
是相当卖力。有一场自由搏击
戏，在炎热的西双版纳他连续拍
摄6个多小时，不但全身湿透，还
造成手臂淤血及颈椎不适。对于
罗晋的敬业态度，制片人于金伟
表示：“这个角色因为是卧底的
缉毒警，情感和内心的层次非常
复杂，对表演要求非常高，罗晋
的创作状态非常好，很好地塑造
了靳远这个人物。”可以说，《破
冰者》集结了一批“有颜值更拼
得起演技”的实力派演员倾情加
盟，而张晨光、王砚辉、程煜、梁
超等戏骨级的演技派实力出演，
更是增添了剧集的质感。

《破冰者》着眼于现实题材，
不仅演员阵容瞩目，幕后为其保
驾护航的重量级主创团队更是
引得业界广泛关注。监制郑晓
龙、编审李晓明皆是从业时间近
40 年的业内资深人士；由青年编
剧蒋丹执笔，剧本创作从采风到
完成耗时三年，开机前已经是完
成的第六稿；而早在创作初期，
余淳导演和制片人于金伟就亲
率主创团队去南京禁毒大队体
验生活，深入了解一线禁毒干警

的工作状态，为严谨创作夯实了
基础。

实景拍摄

为取景不计成本

作为一部强情节都市情感
剧，《破冰者》和一般的都市情感
剧相比，不但涉及到的场景众多
而且选景难度极大。剧组全部采
用实景拍摄，为呈现最优视觉效
果，在场景选择上剧组也是颇为
考究，既有繁华都市、秀丽山野，
还有热带风光，现代都市与民族
风情各有千秋，力求每一处场景
都贴合故事情境，匹配到角色的
表演需要，给观众带来最真实的
感受。

为此，剧组从福建的厦门转
场广东惠州再转场云南西双版
纳，为了拍摄到理想的场景、光
线和潮汐，曾经有过凌晨3点出
发，单程2个多小时的通告，也有
过3000公里的跨省大转场，拍摄
周期历时140天。面对如此不计
成本的拍摄安排，用制片人于金
伟的话说，“不管什么时候，我还
是认为要拿戏的质量说话，要拿
好东西说事儿。你拍得用心、拍
得好看、拍出情怀，才能得到市
场的肯定和业内的认可。”

冯遐

《破冰者》：要拿好作品说事儿

备受关注的国内首部聚
焦投资金融业的“职场爱情攻
防手册”《金牌投资人》正在湖
南卫视青春进行时剧场热播。
本剧改编自作家龙在宇同名
小说，讲述了不同阶层的投资
人，在瞬息万变的投资市场中
不断“修炼”自我的青春职场
故事。

本剧由彭学军执导，杨旭
文、张俪、陈龙、梁田、袁成杰、
郭晓然、高曙光等人主演。剧
中，杨旭文饰演荣鼎资本上海
分部投资副总监方玉斌，凭借
过人的能力和坚定的信念，历
经阴谋和变故，完成“草根”到

“金牌投资人”的励志蜕变，与
张俪饰演的苏晋，展开了一段
互相角力、实力交锋的职场爱
情攻防战。其中表现的价值观
和爱情观都呼应当下，精准诠
释了青春、励志等正能量的主
题。剧中的投资知识，也得到
专业人士的肯定。 治清

十几年前一部由陈建斌、
蒋勤勤、马伊琍等主演的商战
剧《乔家大院》开播后，一下成
为当年的热播大剧，大受观众
好评。等待了十几年后，《乔家
大院 2》终于要来了，乔家作为
晋商的代表，其传奇故事也得
以延续下去了。

《乔家大院2》又名《乔家大
院之光明之路》，是以乔家第
五代传人乔映霁来续写传奇
故事的，由张博、童瑶、乔欣、
潘虹、黄觉、马晓伟等实力派
演员主演，暂定4月3号登陆央
视一套黄金档。

《乔家大院2》讲述了辛亥
革命爆发前后，由张博饰演的
乔映霁以超越祖父乔致庸货
通天下、汇通天下为人生目
标，历经艰难，以商救国、汇通
全球的传奇故事。演员张博出
演男主角乔映霁，剧中这一角
色和很多都市剧中的富二代
一样，乔映霁就是民国时期赫
赫有名的热血富二代。张博笑
称，乔映霁是他一直想演的

“高富帅”类型：“一直想演这
样一个‘高富帅’角色，有故
事，不是空架子。” 薛明

《乔家大院2》
央视再续传奇

《大宋少年志》
张新成变热血特工

4 月 1 日，由王倦编剧，伊
峥执导，张新成、周雨彤主演
的古装热血悬疑题材电视剧

《大宋少年志》开机。该剧有望
于今年暑期登上湖南卫视与
大家见面。剧中，张新成饰演
的男一号元仲辛是大宋少年
天团第一人。

《大宋少年志》主要讲述
了大宋“少年特工”的故事。大
宋庆历年间，两大虎狼之国一
直觊觎大宋的江山。大宋的枢
密院为了打击敌国和铲除敌
方的间谍势力，从全国少年中
挑选佼佼者，培养成“少年特
工”，展开了“秘阁”计划。以元
仲辛为代表的少年们以自己
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让大宋
转危为安。

张新成在去年的《你好，
旧时光》中表现颇佳，由他饰
演的“林杨”深受广大观众的
喜爱，也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而《大宋少年志》作为张新成

《你好，旧时光》之后出演的首
部作品，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挑
战古装题材，也是一个不小的
挑战。在问到尝试古装题材有
没有压力时，张新成说：“压力
会变成动力，会认真对待角
色，全力以赴。" 本报综合

《远大前程》：

“戏精版上海滩”演技派当家
□记者 逯佳琦

三年前，湖南卫
视一部《伪装者》让

“男人戏”的热度攀
上一个新的高峰，4
月1日，同样主打“男
人戏”的《远大前程》
也在湖南卫视热烈
开播，剧中，陈思诚
集结了倪大红、赵立
新、佟丽娅等40多位
知名演员争霸上海
滩，文戏武戏穿插出
现让这部剧演绎出
了多样的风采。

除此之外，《远
大前程》把剧情背景
设置在 2 0 世纪 2 0
年代的上海滩，这一
风云诡谲的时代背
景也为剧情的发展
创造了多种可能，剧
集从开播之初就备
受关注，被观众封为

“戏精版上海滩”。

《远大前程》讲述了洪三
元（陈思诚饰）与齐林（袁弘
饰）两兄弟初入上海，在动荡的社
会中追求远大前程的故事，在此期
间两人卷入了上海滩的各帮派纷
争，路遇贵人的同时也频遭陷害，
窘况百出却也惊喜不断。

《远大前程》集结了40多位老
戏骨共同演绎，被观众评为“集结
了半个娱乐圈”，该剧由陈思诚、佟
丽娅、袁弘等担纲主演，而配角的
阵容则更不容小觑，其中不但有倪
大红、赵立新、刘奕君、金士杰、杜
志国等演员组成的上海滩“大亨”，

还有果静林、张俪、谭凯等人演绎
的上海滩“十三太保”，除此之外，

《大秦帝国之纵横》中的“秦惠文
王”扮演者富大龙等被观众所熟知
的演员在剧中也有不少戏份。剧集
开播后，有观众笑称这部剧应该叫

“戏精版上海滩”。
在目前已经播出的几集剧情

中，上海滩“三大亨”均已露面，其
中，倪大红和刘奕君饰演的永鑫公
司的两位老板性格迥异让人印象
深刻，倪大红台词不多但“眼”技惊

人，一个眼神就让员工畏惧
尽显大老板沉稳属性，有观
众评论称：“倪大红连眼袋

都是戏”。而刘奕君饰演的永鑫公
司二老板狠辣有余沉稳不足，热衷
于去对手的“场子”里给人添堵，格
外“有戏”。

相比起配角精湛的演技，年轻
的主角表现难出彩也成了这部剧
最明显的问题。观众评论的槽点大
多集中在几位主演身上：“主角气
场太弱”、“老戏骨在侧越发显得陈
思诚演技尴尬”、“陈思诚演啥都是

‘成才’”……

演员阵容强大：新老演员齐聚上海滩

剧情标新立异：年代剧也能不“老气”
尽管年轻演员的演技

尚需磨炼，但《远大前程》的
整体剧情还是值得点赞的。当下电
视剧中，“谈恋爱”占据着大部分剧
情的现象饱受诟病。以小人物励志
成长为剧情主线的《远大前程》刚
一开播，就让不少观众直呼“不一
样”，这也是《远大前程》除了演员
阵容外的另一大看点。

在《远大前程》的最新剧情中，
陈思诚饰演的洪三元赌场出千被
永鑫公司盯上，却靠一张巧嘴讨好

了公司师爷保住性命，也由此与永
鑫公司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剧
情刻意强化陈思诚的主角地位被
观众批为“杰克苏”，但在重重危机
中陈思诚如何从一个底层人物逆
袭仍旧让人期待。

同样是演绎风云诡谲的上海
滩，有观众难免将《远大前程》与

《新上海滩》进行比较，事实上，两
部剧确实有雷同之处，但《远大前

程》所要展现的主题更加正
能量。两部剧同样以上海滩

的商会争斗为背景，同样有兄弟
情，但与《新上海滩》许文强背负血
海深仇闯荡上海滩不同，《远大前
程》更着重点出了“梦想的力量”。
陈思诚饰演的洪三元花式讨好“师
爷”求自保、与“大亨”蹭合影打响
自己的知名度等剧情让人不禁莞
尔，而“人这辈子就是由无数选择
组成的”、“赢在格局输在较量”等
金句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温暖的弦》
张翰依然相信爱情

《金牌投资人》
聚焦投资圈故事

根据安宁同名小说改编的
都市剧《温暖的弦》即将在湖南
卫视开播。近日剧方公开的幕
后特辑中，张翰、张钧甯、张嘉
倪、经超、周奇奇讲述剧中角色
十年的感情故事。

采访中，张翰谈及自己的
爱情观，自认一直相信爱情：

“我相信爱情里面所有的可能
性。只要是两个人相爱，坚定彼
此，把彼此规划到未来的人生
当中，就一定会有结果。”对于
这份横跨十年的情感迷局，张
翰有自己的解读，他眼中占南
弦的表现，“其实没有什么局不
局，就是放不下。”占南弦的十
年痴恋，契合张翰自己的爱情
观，“很多人不相信爱情，但是
我是很相信爱情的。”

莫斯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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