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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嫁女记》：

蔡少芬再贡献表情包 刘畅导演，李嘉编剧，谭松
韵等主演的青春校园剧《最好
的我们》，已于4月10日起正式
登陆浙江卫视周播剧场，每周
二至周四晚两集连播。该剧改
编自八月长安同名小说，谭松
韵在剧中饰演的女主角耿耿是
一名乐观大方、执着于摄影，总
是随身带着相机的高中生。

剧中，谭松韵将耿耿这一
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既演出
了高中时的耿耿对于未来的憧
憬与想象，又诠释出成年后的
耿耿对于理想生活的执着与勇
敢。2016年在网络平台播出后，

《最好的我们》更是在豆瓣收获
了8 . 8分的超高评价，被誉为

“最贴合现实的青春剧”。其中，
耿耿余淮的情侣档也深受不少
观众喜爱。此外，谭松韵饰演的
耿耿被观众们评价形象跟角色
十分契合，完美诠释了高中女
生应有的样子和青春时期最好
的状态。《最好的我们》首次上
星播出的消息一经发布，就引
发了网友的期待。 本报综合

从2012年的《北京爱情故事》
开始，陈思诚开始尝试转战幕
后。而《北京爱情故事》当时的大
火，加上随后的电影《唐人街探
案》系列取得高票房，让陈思诚
的才华得到了肯定。离开幕前已
久，近日在湖南卫视播出的《远
大前程》中，集编剧、监制、主演
于一身的陈思诚宣告“回归”。不
过，这部倾注了陈思诚五年心血
的58集电视剧播出之后，口碑却
不如预期。大部分的网友还都把

“砖”拍向了男主角陈思诚……

表演用力过猛

主角陈思诚被拍砖

《远大前程》开播前攒足了
不少期待，并不只是因为“陈思
诚自编自演的新作”，而是该剧
号称集结了半个娱乐圈老戏骨
的阵容，有倪大红、赵立新、刘奕
君、富大龙、金士杰等。剧集播出
之后，几位老戏骨交出来的功课
也让观众颇为满意。倪大红、刘
奕君、赵立新在剧中分饰永鑫公
司的三大老板，几乎不动声色的
几场戏，就已经获得大家“举手
投足间都是戏”的褒奖。

不过这些老戏骨只是“绿
叶”，《远大前程》的第一主角是
陈思诚扮演的小混混洪三元。在
目前播出的剧集中，洪三元的戏
份也是相当吃重。生于市井的洪
三元虽然没有大智慧但却有小
机灵，并靠此游走于各方势力、
化险为夷，从人设上来说还算讨
喜。不过陈思诚的演绎，却遭来
不少观众的拍砖，得到“油腻”、

“浮夸”的差评，“如果陈思诚不

是主角，我会给满分，陈导你的
演技真的太浮夸了！你还是好好
当你的导演吧！你很有才但洪三
被你砸了一半的魅力”。

不过对于差评，陈思诚表现
很大度，甚至主动在微博发了将
自己人脸简单粗暴挡掉的剪辑
片段，“听说最近很多人想看‘无
陈净化’版远大前程，我剪了一
版希望大家满意”，以自黑的方
式来回应网友的反响。

剧情节奏不抓人

小人物开挂太套路

《远大前程》从洪三元视角
出发，讲述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
上海滩的故事。洪三元携母亲和
好友齐林(袁弘饰)来到上海，无
意卷入两大公司权利斗争。凭借
着一点小聪明和机智，洪三元在
多次凶险中化险为夷，向理想中

的“远大前程”前进。
陈思诚曾说，自己想呈现给观众
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洪三元
和齐林因为不同的性格做出不
同的选择，决定了彼此不同的命
运。但从故事简介和进展来看，
该剧也避不开是一部“小人物成
长记”。套路不要紧，关键是小人
物成长史能否吸引人。但显然目
前看来，洪三元这个人物立起来
还是稍显单薄，除了一点小滑头
外，也是一路好运开挂，让部分
观众深感“他一出现上海滩风云
就秒变杰克苏大男主梦”。有观
众还说，从这部剧里可以看到

《上海滩》《鹿鼎记》《十月围城》
等的影子；带着周星驰表演风格
的洪三元，有“民国版韦小宝”的
即视感。尤其洪三元和齐林这对
昔日好兄弟，从并肩作战到为爱
反目，也让大家联想到了《上海
滩》中的丁力、许文强，这或许也
是影响剧集口碑的问题。

据了解，陈思诚将《远大前
程》视为自己的电视剧“封箱之
作”，该剧前后耗时五年精心打
造，剧中涉及的人物有五十多
个，这样的布局和花的心思也寄
托了陈思诚更大的“野心”。也正
因为此，开篇除了着力介绍主角
洪三元，支线涉及上海滩各方势
力，出场的“新”人物一个接一
个，比起看纯粹的《北京爱情故
事》，以用悬疑案件穿插始终的

《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远大
前程》的故事进展也显得不够

“抓人”。
截至记者发稿时，《远大前

程》在豆瓣上的评分仅为5 . 9分。
当然，一日未完结，《远大前程》
口碑逆转尚有转机。此前不少精
良的电视剧也是低开高走，前面
剧情铺开、后面才进入状态。但

《远大前程》想要有“远大前程”，
接下来的故事发展还必须做到

“引人入胜”。 蔡慕嘉

《《远远大大前前程程》》太太套套路路被被拍拍砖砖

《最好的我们》
时隔两年将上星播出

4月7日，TVB女演员宣萱
在香港出席某活动时，曝出将
接拍新剧《听雪楼》，令不少粉
丝大呼激动。

宣萱当时出席某闭幕礼，
接受采访时她表示因为紧接着
要出发前往横店拍剧，所以没
有带爱犬出席活动。对于前往
内地拍剧，宣萱表现得相当兴
奋：“好钟意（想）可以去内地拍
剧，现在环境不同了，有好多美
食！”宣萱大方公布自己的行
程，表示活动后就要去往横店
拍摄新剧《听雪楼》，之后要和
古天乐同拍电影版《寻秦记》，7
月放假约方中信、鲍起静等去
欧洲购物。据悉古装IP大戏《听
雪楼》现已开机，网上先是爆料
女主角为景甜、男主角为韩承
羽，后又爆出男主角为林更新，
秦俊杰、王鸥也有可能出演。不
少网友对该剧众星云集表示期
待，“期待宣萱在《听雪楼》中有
好的表演。” 弥尔

宣萱要演《听雪楼》

当地时间4月9日，备受全
球瞩目的戛纳国际电视节在
法国正式开幕，来自世界各地
的优秀电视剧作品将在电视
节中展出亮相。由海润影视携
手企鹅影视、星汉时空出品的
东方神话传奇大剧《悟空传》
也在本届电视节上亮相，正式
与全球观众见面。

作为一部经典神话小说，
此次剧版《悟空传》已不是第
一次影视化。早在去年7月，由
彭于晏、倪妮主演的电影版

《悟空传》就曾登陆大银幕。剧
版《悟空传》在“大容量”加持
下，将更加完整地呈现出“悟
空”的人物成长经历，带给观
众更丰富的剧情感观。

主创方面，剧版《悟空传》
请来了知名导演游达志坐镇
执导，并由资深制片人李占英
为经典再开保驾护航。目前该
剧正处于前期筹划阶段，预计
将于今年开机。“明年将会带
着国际标准的猴王悟空和大
家见面”，制片人李占英表示。

黄秋童

剧版《悟空传》将开拍

┬记者 逯佳琦

近日，都市话题剧《海上嫁
女记》正式登陆安徽卫视热播，
与同类型的作品不同，《海上嫁
女记》把母女的情感交流作为整
部剧的主线，在《甄嬛传》中沉稳
阴险的皇后扮演者蔡少芬此次
风格大变，饰演一位离异的中年

“空巢”女性，与张檬饰演的女儿
在剧中相爱相杀，没有爱人的生
活也过得多姿多彩。尽管立意新
颖，但《海上嫁女记》像大多数都
市剧一样，也存在不少细节失误
之处，蔡少芬的这出嫁女大戏注
定状况百出。

剧情很有“烟火气”

《海上嫁女记》由林黎胜执
导，蔡少芬、王雷、张檬、李心艾、
樊霖锋等主演，讲述了蔡少芬扮
演的单身辣妈何念晴与张檬扮
演的新时代女孩何冰冰之间，争
夺婚姻主权、寻找爱情真谛的故
事。有观众评论称：“很贴近生活
很有烟火气”、“这部剧其实是全
世界母女的一个映像”。

像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母
女一样，剧中的何念晴和何冰冰
相依为命，婚姻不幸福的单身母

亲何念晴想为女儿
策划好一
切 ：为 她
选择适婚

的好男人，为她筹备自己想象中
最美好的婚礼。但是年轻的女儿
也有自己的思想，母亲选择的男
人很完美却不是自己的“菜”，于
是两人开始为了争夺婚姻主权
斗智斗勇，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
吵……剧集播出后，有已为人母
的观众表示理解何念晴的做法：

“虽然看起来很作，但我也是母
亲，我明白她做的一切只是希望
女儿留在身边、过得幸福”。但同
时，也有同样婚姻大事遭父母反
对的观众对剧情感同身受：“我
大学的异地恋就被我妈生生拆
散了，但是我又不能恨她，果然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

细节设置不走心

尽管《海上嫁女记》以母女
情感交锋为故事主线的立意很
新颖，但故事的细节上也有难以
避免的瑕疵。在最新的剧情中，
何冰冰逃婚至巴西里约热内卢，
何念晴上演“千里追女”，并把王
雷饰演的、遭妻子背叛身在巴西
的沈方舟牵扯到事件中，三人共
同经历了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逃
生和被捕入狱等一系列事件。

日前，曾有媒体批评都市剧
创作风靡用海外取景来“自抬身
价”，《海上嫁女记》在宣传期间，
也凭借取景以“不安全”闻名的
里约热内卢吸引了不少热度，但
剧集播出至今，海外取景的剧情

不足一集的事实遭到了不少观
众的质疑。而以“英雄救美”为故
事开端的“烂梗”也在剧中再次
上演，在里约热内卢，沈方舟救
了人生地不熟的何念晴，何冰冰
也被爱人从黑帮手下救出。尽管
故事的后续发展精彩，但是不走
心的开篇还是难免让不少观众
直呼“失望”。除此之外，由于《海
上嫁女记》的制作时间是2016
年，剧中关于“今年是里约奥运
会”等细节台词并未做出处理，
也成了整部剧不容忽视的瑕疵。

张檬演技过硬被赞

如果说《海上牧云记》整部
剧除了故事之外还有看点，那
或许就是主演阵容了。蔡少芬
前几年凭借在《甄嬛传》中饰演
皇后一角重新走红，一句“臣妾
做不到啊”更是被观众制成了
表情包，此次蔡少芬尽管在“千
里寻女”等剧情中用崩溃大哭
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再次贡献
表情包，但是明明是有修养的
成功女性人设却不分场合的大
吵大闹，被观众评价为“有点用
力过猛”。

而频陷整容质疑的张檬表
现却有点出人意料，在前几集的
剧集中，观众们对张檬的评论都
是“不喜欢整容脸”，但随着剧情
的发展，观众的口风也逐渐变成
了“张檬的演技拯救了这部剧”。
在面对“未婚夫”时，张檬无奈而
又愧疚的表演让观众直呼“可以
打十分”；在与何念晴冷战的剧
情中，张檬对着亲生父亲泪流满
面，控诉母亲的强势尽显小女儿
姿态……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演
技才是最好的证明。蔡蔡少少芬芬被被疑疑用用力力过过猛猛

陈陈思思诚诚演演技技受受质质疑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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