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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笑傲江湖》、《寻秦记》等经典翻拍
剧的口碑陆续扑街，而《萍踪侠影》、《神雕侠
侣》、《倚天屠龙记》等众多翻拍剧虽也在制作
中，前景也不被观众看好。近日，许久未现身“江
湖”的导演张纪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表达了自
己对翻拍经典的看法，同时，张纪中还在采访过
程中透露了自己的选角标准。

看当下

拍戏需要有敬业态度

记者：《水浒传》播出 20 年，有何感想？
张纪中：《水浒传》进入创作是 1994 年，

到播出用了 3 年多时间，那个时代的创作
精神，我觉得是最值得留恋的。
二十年过去了，我最想说
的还是那句不忘初心，不
论过多少年，我们只要
从事这个行业就应该
有那种兢兢业业的态
度，一丝不苟。

记者：现在的制
作环境不太一样，这会
对创作有影响吗？

张纪中：那个时候我们缺少
经验，也没有抠像技术等辅助功
能。今天用这些技术来帮助我们
实现的时候，其实要更谨慎小心。
因为高清会让人们看得更清楚。
做的差一点都会被看得很明白。

记者：这两年您有关注当下
影视市场的变化吗？

张纪中：一直关注，因为
网络的加入，戏剧的需求量
一下子突然爆发，大女主挣流
量，仙侠剧不合逻辑，只能一时博眼
球，时间长了人们审美上接受不了。
影视剧拼流量拼 IP 不可取，还是要

拼质量和制作，这是作品的生命线。
记者：再回到市场，有信心征服观众吗？
张纪中：在网上看，大家还是蛮怀念以前的

戏。所以，以现在的审美做出新的武侠剧，这还
是我的方向。征服观众，最终还是能不能征服自
己。如果做一个作品时有强烈的感触，说明你的
作品也会很强烈，这一点我非常有信心。

论翻拍

武侠剧要传承武侠精神

记者：您是内地拍摄武侠剧的鼻祖，您怎么
看现在的翻拍剧不让观众满意这个问题？

张纪中：我觉得拍摄武侠剧是先要理
解并传承武侠精神的，武侠剧不是简单
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都是为张扬武侠
精神而服务的，大家不应该忘掉这一点。

记者：当年的四大名著影视经典，
后来都有新版本，但超越前作很难。

您怎么看？
张纪中：后续的这些戏我

不能说他们不好，这些新的作
品只是顺应时代不同的要求，
也是能够理解的。重拍经典，首
先创作者要有一种敬畏的精
神，要寻找到自我的感动。其实
时代有时代进步的好处，我们

要做到扬长避短。
记者：现在许多导演拍戏喜欢

起用一些流量担当，您的选角标准
是什么？

张纪中：通过当下的不少作品
你可以看到制作过程不是从人物出
发，而是从流量出发，其结果反而影
响了流量。所以我觉得（一部作品）
演员合适的话会事半功倍，如果不
合适，你怎么样推他，（好评）也上
不去。 张楠

近日，由张建栋编剧兼导
演，靳东、蒋欣、李宗翰、李乃
文、左小青、赵子琪、傅晶、陈冰
等实力演员共同出演的都市现
实主义情感电视剧《如果岁月
可回头》开放了首次媒体探班
活动。

活动现场，李乃文、靳东延
续《恋爱先生》中相爱相杀的

“泡沫兄弟”专属风格，李乃文
向媒体吐槽作为出品人之一的
靳东“太抠门儿”，道具葡萄都
不让吃，理由是“这都是拍戏成
本”，然而大家却照吃不误。靳
东现场更是模仿起李乃文说话
走路的样子，向媒体打招呼说：
大家好，我是李乃文！引起全场
爆笑。

另外，关于网友担心的《如
果岁月可回头》会不会是《恋爱
先生》续集的问题，靳东、李乃
文也在现场做出了回应，表示
这是两部完全不同的作品，各
位主创也将会用演技证明，不
会出现“跳戏”的问题。

据了解，该剧讲述了同一
个城市中三个彼此陌生的男人
白志勇（靳东饰）、黄九恒（李宗
翰饰）、蓝天愚（李乃文饰）因婚
姻失败不约而同地来到一个陌
生的城市进行治愈之旅，在这
里一个有着一段风雨过去的神
秘女人江小美（蒋欣饰）与他们
相遇。四人经历种种、推心置
腹、相互扶持，终于让他们对家
庭、情感、事业都有了全新的认
识和感悟，同时也让他们感悟
到往昔岁月原本就是一笔丰富
的财富，在这些经历中，他们才
得以沉淀和升华。 杨雯婕

近日，电视剧《大主宰》官
微发博宣布女主角为欧阳娜
娜：“主宰牧尘王源，神女洛璃
欧阳娜娜，苍穹留名，从认真的
剧本围读开始。”并附上了两张
王源和欧阳娜娜认真研究剧本
的照片。

电视剧《大主宰》已于1月
18日官宣男主为王源，如今女
主定下欧阳娜娜，网友纷纷表
示：“男才女貌”。王源自出道以
来虽出演过不少影视作品，但

“挑大梁”还是第一次。
《大主宰》改编自天蚕土豆

的网络小说《大主宰》，在中国
IP价值榜网络文学榜中，《大主
宰》位列第十。据悉，《大主宰》
是《斗破苍穹》和《武动乾坤》的
续作，讲述的是少年牧尘在救
母过程中，消灭了为祸人间的
邪族，在此期间，他从草根少年
逐渐成长为惩恶扬善的大英
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和友情
的故事。原著自带人气，王源与
欧阳娜娜又是当红的流量演
员，《大主宰》未播先热，最终表
现也让观众期待。 本报综合

张纪中：下一部剧还要拍武侠《海上嫁女记》
蔡少芬挑战“红酒恋”

都市情感剧《海上嫁女记》
由林黎胜执导，实力演员王雷、
蔡少芬、张檬等联袂出演，将于
4 月 6 日登陆安徽卫视。

剧中王雷饰演的 80 后海
归精英沈方舟是绝对的“钻石
王老五”，经历过数段情感依旧
没躲过与 70 后时尚辣妈何念
晴（蔡少芬饰）的魅力情劫，一
场成熟男女之间的“红酒恋”由
此拉开序幕：玫瑰香槟红唇印，
浪漫套路一样不少；双方自带

“恋爱大师”气场，火热进度蹭
蹭飙升。

在《海上嫁女记》中，除了
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戏火热，
剧中展现的辛辣惊心的娱乐圈
斗争戏码也是劲爆有料，堪称

“职场甄嬛传”。
剧中，身为金牌经纪人的

何念晴掌握职场霸权，是娱乐
圈叱咤风云的“冰山女王”，但
何念晴万万没有想到能被自己
看重的徒弟算计，各类媒体无
理逼问其是否“睡遍公司男艺
人”，一时间何念晴的金字招牌
岌岌可危……她能否笑到最后
结局成谜。 本报综合

《如果岁月可回头》
靳东太“抠”遭吐槽

《大主宰》
“流量演员”挑大梁

谈角色：

为“报仇”成了女强人

在《好久不见》中，江珊饰演
贺言 (郑恺饰 )的母亲叶琳娜一
角。出身高干家庭，家境优渥、始
终过着公主般生活的她，从小生
活在父母的庇护下，结婚后直接
挪到丈夫的羽翼下，从未直面过
生活的艰辛。

江珊对角色解读道：“她没
有料到人到中年，自己全部的情
感重心和生活重心被冲击了。如

果没有丈夫在情感上的变故，叶
琳娜永远不会长大，永远是小女
孩的感觉。”

与叶琳娜养尊处优的成长
环境不同，丈夫贺文华(张国立
饰)出身穷苦，因受到叶家帮助
才走到“地产大佬”地位的他，多
年来一直倍感压抑。在这样的
夫妻关系中，略显骄纵的叶琳
娜及其家人的态度都无形中给
贺文华带来了很大压力，“她不
是有意这样的，因为她就是这
么长大的，但这种无形的伤害
也是导致她和贺文华情感发生
变故的一个因素。”直到在受到
婚变造成的伤害之后，她才开
始学会以一个个体、妻子、女人

的身份去面对丈夫，甚至成长为
公司的领导者，用搭档张国立的
话来说，“叶琳娜是为了报仇才
成了女强人”。

谈及最吸引自己出演这个
角色的原因，江珊表示，这类角
色自己以前从没有碰到过。“这
是一个一直没有长大，内心始终
保持着少女般单纯、天真，到中
年的时候才猛然醒悟，真正成长
的人。”与叶琳娜不同，不喜欢抱
怨、温和乐观、遇事会换位思考，
才是生活中江珊的常态：“我所
经历的就是一个正常的、自然而
然的成长过程。但叶琳娜这个人
物还是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一
类人的。所以我想尝试。”

谈搭档：

张国立是“表演教材”

当制作人通知江珊，《好久
不见》将请到张国立和她搭档出
演夫妻的时候，江珊当即表示：

“一定一定要请他来！”跟张国立
合作，是江珊多年来的梦想。

江珊表示与张国立相识已
有二十多年了，自己在上戏剧学
院之前就看过张国立的电影，上
学后则是把他视为表演教材般
的存在。在生活中认识张国立之
后，她更是把这位谦逊、温和，对
身边所有人都极有耐心的表演
前辈视作了生活中的老大哥。此
次终于有机会合作，江珊感慨：

“特别感谢国立哥在现场带给我
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我见识到了
很多很新鲜的东西，也为我打开
了思路和想象力”。

而对于剧中夫妻反目后的
商战戏份，江珊直到现在提起都
还颇有感触：“要对国立哥特别
狠，因为特别恨。我跟国立哥拍
完那场戏，扭身一出去的时候，
之前对他所有的狠全部都塌陷
了，那时候人都是抖的。”到后期
一切归于平静，两人历经风雨又
重归于好，“确实有一种感触，当
时我们在候场的时候，感觉仿佛
真的跟国立哥在这三个月时间
里经历了一场劫难，劫后余生的
感觉。” 本报综合

《好久不见》:

江珊演绎“中年少女”蜕变史
从《前妻的车站》、《人到

四十》，到《婚姻时差》、《急诊
科医生》，从演 27 年，江珊为
观众贡献了不少佳作,也曾凭
借在作品中塑造出的不少经
典形象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偶
像。近日，由江珊主演的《好
久不见》正在北京卫视热播，
剧中，江珊饰演的叶琳娜，是
一位人到中年，却始终生活
在“象牙塔”的“中年少女”。
在面对丈夫不忠的情感打击
和一次次的家庭危机之后，
她才开始真正成长，变成能
够独当一面的成熟女性。近
日，江珊接受记者采访，分享
了她作为演员对角色创作的
想法，并讲述了《好久不见》
台前幕后的故事。

张张纪纪中中谈谈翻翻拍拍经经典典

王王源源首首演演男男主主角角

蔡蔡少少芬芬、、王王雷雷剧剧中中有有火火花花

《《好好久久不不见见》》江江珊珊遇遇情情感感危危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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