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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题材新颖

细节专业获好评

许多观众自看完《人民的名
义》就呼吁，拍完了检察院，可以
再讲讲法院和公安局的事。如
今，在千呼万唤中，法院题材的

《阳光下的法庭》真的来了，也因
为这个原因，《阳光下的法庭》被
网友戏称为“人民的锤子”。颜丙
燕、何冰等中年实力派演员的加
盟，也让观众表示：“看了演员表
就觉得这戏稳了。”

《阳光下的法庭》的剧情主
要围绕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和冤
假错案三个方向进行展开，其中

不仅涉及法官、公诉人、律师等
法律界专业人士，还提及众多企
业代表和科研人士，其中关系极
其复杂，盘根错节，环环相扣，人
物与人物之间相互关联。此外，
在法律等专业性知识方面，剧组
也专门约请了高中级法院、海事
专门法院法官和专业律师，对剧
本进行审读把关，确保在涉及法
律规定和司法工作的每个细节
都十分严谨，力图真实还原省高
院法官的真实工作。该剧首集播
出的环境污染大案开庭审理的
戏份，庭审现场和“适格”等术语
的使用，也让该剧看起来更加专
业，受到不少观众的好评。

40多位戏骨加盟

何冰还演大反派

《人民的名义》除了剧情格
外抓人，吴刚、张志坚、张丰毅、
许亚军等观众心中真正的演技

派的加盟，也为该剧的收视和讨
论度添砖加瓦。《阳光下的法庭》
也秉持了“只选对不选贵”的做
法，邀请了颜丙燕、何冰、王志
飞、刘之冰、茹萍、廖京生等40多
位演技派加盟，为该剧提前打下
了品质保证，也让该剧自筹拍之
初就备受期待。其中，曾在《人民
的名义》中扮演王文革的金盾影
视中心主任李学政，也在《阳光
下的法庭》中饰演了监狱长一
角，让观众倍感亲切。

去年，因为在口碑大剧《白
鹿原》饰演鹿子霖而人气直线上
升的老戏骨何冰，成为《阳光下
的法庭》中的一大亮点，不少观
众都是冲着他来看这部剧的。此
番 ，何 冰 依 旧饰演 了 反 派 角
色——— 志成化工的老板韩志成。
在首集播出时，身为环境污染案
被告的何冰，就制造了原告律师
车祸遇险的事件，随后在与大学

教授杨振华（王志飞饰）的对话
中，又将一个对人情世故游刃有
余、擅长左右逢源的商人刻画得
入木三分。而演技备受肯定的金
鸡、华表双料影后颜丙燕，也将
白雪梅这个角色演绎得生动自
然，一个正直善良、对待工作一
丝不苟的最高院院长形象深入
人心。

伏笔铺垫一个不少

反派引全民猜猜猜

在《人民的名义》播出期间，
观众们最热衷做的事就是猜剧
中的反派人物和接下来的剧情
走向。彼时，吴刚饰演的李达康
和张志坚饰演的高育良各有不
少粉丝，天天就剧情在网上展开
争论。

而此时在《阳光下的法庭》
中，也运用了《人民的名义》中埋
伏笔和为剧情走向做铺垫的形
式。比如，田牧宸饰演的律师鹿
鸣与“仇人”的女儿成了一对恋
人，未来两人的关系是否会因为
仇恨而陡生变化还不得而知；环
境污染案涉及的关系复杂，法院
中是否有内鬼为违法企业通风
报信也尚未揭晓……这些伏笔
和铺垫或都为接下来的剧情发
展起到关键作用。

首集突如其来的车祸看得
观众惊心动魄，而一场环境污染
案和另一场时间久远的冤假错
案也让其中的人物关系更为复
杂。在《阳光下的法庭》中，除了
何冰被观众看出了反派的苗头
外，其他的反派人物也尚未露出
冰山一角，这也引得许多观众在
追剧的同时，开始猜测隐藏的反
派人物究竟是谁，由此引发的

“全民猜猜猜”为该剧增加了不
少可看性。

传奇抗日剧《魔都风云》已
于4月11日登陆山东卫视。这部
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
暗潮涌动、各方势力角力的大背
景下，出生于魔术世家的叶飞从
一开始执意为父报仇的少年逐
渐成长为心怀家国天下的热血
男儿，最终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
故事。除了剧情热血，实力派演
员云集也是该剧的一大看点。

经超“魔术”抗战

《魔都风云》由付宁执导，周
冬雨、任达华、经超等实力派演
员联袂主演。这部年代传奇大剧
以魔术为切入点再现抗战时期
风云变幻的上海滩，黑帮与各种
派系争斗无数杀机四伏，抗日救
国迫在眉睫。本剧将魔术与抗战
相结合，使本就魅力传奇的大上
海更添神秘。

剧中，经超饰演的天才魔术
师叶飞小小年纪就背负血海深
仇，为找仇人报仇卷入了晦暗不
明的“魔都”争斗中。“轻功水上
漂”、“真人做实弹的大炮”、“横
空飞行的炫酷摩托车”等魔术在

剧中接连上演，叶飞用其特
有的魔术技巧，征服黑帮，
绝杀日寇，在抗日救国的
过程中尽显悍勇传奇。尽
管有观众质疑该剧内容有

“抗日神剧”之嫌，但首次
将亦真亦幻的魔术元素与
热血抗战相结合的创意仍
值得点赞。

演员都是“戏精”

不论是《暗黑者》中的痕迹
学达人尹剑、《仙剑奇侠传5》中
的龙溟、或是《国士无双黄飞鸿》
中的疯癫王爷，经超用扎实的演
技生动演绎了不少角色。此次在

《魔都风云》中，他首度挑战外冷
内热的魔术师叶飞。而金马奖最
佳女主角周冬雨此次在《魔都风
云》中也延续自己以往的灵动神
韵。不论是刚出场时看着叶飞未
语先笑、或是对叶飞“死缠烂打”
时的鬼马精灵、又或是感情受挫

时的傲娇都别具特色，精湛演技
被观众评为“本色出演”。

除此之外，《魔都风云》也汇
聚了不少老演员加盟。近年来鲜
少接演电视剧的任达华此次在
剧中饰演上海滩霸主萧海昇，能
请动任达华，有网友笑称该剧制
片方可谓“下了血本”。凭借《亮
剑》、《神医喜来乐》等热播剧为
观众所熟知的王全有此次在剧
中饰演萧公馆的管家。任达华与
王全有在剧中有诸多对手戏，两
位实力派演员的强强联手可谓
看点十足。 本报综合

日前，由人气网络小说《全
职高手》改编的电视剧正式开
拍。这几日却传出有“书粉”因
不满由演员杨洋扮演男主“叶
修”而对其展开严重网络暴力。
更有甚者还做出了焚烧杨洋海
报等极端行为，在网上引发了
轩然大波。

继《全职》剧组发布官方声
明强烈谴责这些网友的“暴力”
行径后，近日，《全职高手》原作
者蝴蝶蓝也就此发微博表态，
称由于文字塑造的角色在每个
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想象，故她
可以理解改编选角会引发各种
争议，每个人有自己的喜恶也
正常。但蝴蝶蓝明确表示，任何
评论都应该在保持礼貌和尊重
的基础上，更不应该出现对演
员的攻击行为。

针对日前发生在杨洋身上
的一系列网络暴力
事件，蝴蝶蓝相信
做出此极端行为
的只是“极个别”
书粉，并非群体攻
击。同时希望无
论是《全职高
手》书粉还
是杨 洋 的
粉丝都能
理 性 ，不
要为别人
做出的蠢
事买单。

小白

继《笑傲江湖》、《倚天屠
龙记》、《神雕侠侣》之后，金庸
的《天龙八部》也要翻拍了。根
据广电总局日前公布的3月电
视剧备案公示显示，新丽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将第 6次拍摄

《天龙八部》电视剧，预计今年
12月开机，共60集。

《天龙八部》将要翻拍的
消息曝光后，网友纷纷议论此
次将会由谁主演。李若彤、刘
亦菲、钟汉良、刘涛、蒋欣、林
志颖、胡军、舒畅、钟丽缇、陈
好等知名演员均参演过《天龙
八部》，如今再翻拍，接棒他们
担纲主演的演员表现能否超
越前作让人怀疑。

日前，有翻拍的武侠剧表
现不尽如人意，引发了网友的
热议。翻拍没问题，至少说明
作品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同时又会产生很好的商业回
报。但愿接下来的翻拍创作，
能本着遵循原著的初心，在此
基础上加以升华。 张辽

《阳光下的法庭》：

“人民的锤子”来了

《魔都风云》：演员阵容“下了血本”杨洋出演新剧
遭网络暴力

于正新剧《皓镧传》
再现嬴政称帝传奇

历时近四个月的紧张拍
摄，电视剧《皓镧传》已于近日
在横店正式杀青，该剧由于正
担任总制片人，李达超导演执
导，吴谨言、茅子俊、聂远、海
铃、宁静、王志飞、佟梦实等演
员出演。

据悉，电视剧《皓镧传》以
秦国视角讲述了从战国晚期
秦赵争锋至秦王政铲除吕不
韦和长信侯嫪毐集团始得亲
政这一历史跨度的故事。不愿
受制于人的御史之女李皓镧

（吴谨言饰），身陷困境的秦国
质子嬴异人（茅子俊饰），野心
勃勃的商人吕不韦（聂远饰），
三人为各自目的结成同盟，历
经九死一生，终合力登上战国
最高权力巅峰，并辅佐嬴政成
为千古一帝。 本报综合

《天龙八部》
将第六次翻拍

《江山纪》
冯绍峰将演朱棣

由高希希执导，冯绍峰、陈
宝国、张丰毅主演的古装剧《江
山纪》已于近日正式开机。该剧
讲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
第四子燕王朱棣从年少起就喋
血沙场，历经战阵，终于成长为
合格的军事统帅和成熟政治家
的故事。

作为历史正剧，《江山纪》
自开机以来就备受期待。导演
高希希表示剧本非常好，并透
露剧组还邀请了一批历史专家
坐镇，专家会把控历史事件的
细节，除了史书之外，采纳史学
家的观点。

在演员的选定上导演表
示，选择冯绍峰是因为他很适
合朱棣的表演方式，在试装后
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在角色
官宣后，很多网友也表达了自
己的想法：“我们冯叔也是终于
演了一回成功登基的人！！！”

“总算开机了，都是实力派，朱
棣快点出造型。”

据悉，冯绍峰目前还未进
组，他将从青年朱棣开始饰演。

八姐

隔记者 权震乾

还记得2017年在湖南
卫视创造了收视神话的

《人民的名义》吗？该剧因
反腐题材和尺度问题被热
议，火了不少中老年演技
派，许多观众看完之后都
意犹未尽。正在中央一套
热播的《阳光下的法庭》有
望成为继《人民的名义》之
后又一部现象级大剧，该
剧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
心投拍，集结了40多位老
戏骨，被网友戏称为“人民
的锤子”，即使目前剧情还
未全面展开，但已在观众
中引发了广泛讨论。

杨杨洋洋

周周冬冬雨雨、、经经超超、、任任达达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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