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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上旬，全国电视剧创
作规划会议在宁波北仑区
召开。在会上，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聂辰
席发表了讲话，其中多项指
导方向引起行业关注。比如

“戏说帝王将相、架空历史、
非现实都市言情剧”将不受
欢迎。

聂辰席局长的会议讲
话明确提出了整改意见，其
中针对电视剧制作有几个
意见：必须遏制那些止于一
己悲欢、杯水风波、不问世
事、不接地气、脱离历史真
实和生活真实的电视剧作
品，主要包括戏说帝王将
相、架空历史、非现实都市
言情等过度娱乐化的类型；
针对电视剧制作机构，即电
视剧市场主体多而不优、多
而不强造成的“小散滥”、恶
性竞争等问题，将花大力气
完善政策，厉行优胜劣汰，

“对‘浑水摸鱼’、‘打擦边
球’和干扰行业形象与秩序
的给予最严格的监管”。

有业内人士表示，之前
可能会有一些小制作公司
依靠猎奇的网剧“出头”。今
后，依靠博眼球、炒作出位
的网剧将更加难以生存。

余亚莲

戏说、架空剧
今后将受限

终于能向古天乐道一声，“恭喜”。出道25年，这个“只有太阳能黑”的男演员总
算加冕——— 在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像奖凭借《杀破狼·贪狼》获得最佳男演员。整个
职业生涯，古天乐在金像奖上获得过四次提名，这一次终于得偿所愿。

不容易。在“这一站，最佳男主角”之前，这位香港中生代一直徘徊在人生另外
两个站点：酷哥儿和烂片王。

之前我们谈古天乐，总免不了要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古天乐那么酷？为什
么接那么多烂片？为什么就是拿不了最佳男主角？今天我们试图找出一些答案。

1970年10月21日出生于中国
香港，中国香港男演员、歌手。

1993年，古天乐签约TVB进
入娱乐圈。1995年，在武侠剧《神
雕侠侣》中首次担任男主角，饰
演亦正亦邪的杨过而成名，曾主
演电视剧《刑事侦缉档案4》、《创
世纪》、《寻秦记》等。

2001 年，古天乐离开 TVB
正式进入电影圈。2007 年，凭《门
徒》提名第 44 届台湾金马奖和
第 27 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奖。2008 年，凭《保持通话》提名
第 52 届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
2009 年，凭《一个好爸爸》提名第
45 届金马奖和第 28 届金像奖最
佳男主角。2013 年，凭借《扫毒》
再次提名第 33 届香港电影金像
奖最佳男主角。2017 年，凭借《杀
破狼·贪狼》夺得亚洲电影大奖、
第 37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和香港
电影导演协会最佳男主角奖。

2014 年，古天乐创立“天下
一 ONE COOL”公司。

演艺事业外，古天乐热衷慈
善公益，于 2009 年成立“古天乐
慈善基金会”。

2018 年 1 月，古天乐担任香
港演艺人协会会长。

◆古天乐个人档案◆

小S与蔡康永
将主持新节目

4月18日下午，小S发微
博宣布将录制新节目，她配
文道：“新节目，男搭档。”照
片中，她身穿红色裸肩上衣，
右手搭在一名男子的肩上。
该男子并未露出真容，十分
耐人寻味，引得网友纷纷猜
测新搭档人选。随后，蔡康永
转发小 S 该条微博，称“嗯，
那要好好跟对方相处喔”，自
动认领“男搭档”一职。

近日，网曝小S与蔡康永
将合作一档新节目，但两人
却未对该传闻做出正面回
应。小S与蔡康永主动发微博
确认合作消息。两人主持的

《康熙来了》曾是华语圈最火
的综艺节目之一，该节目停
播也让不少观众很是遗憾。
此次公布合作新节目，也是
继《康熙来了》停播之后两人
首度携手，这对金牌搭档再
度合作也引发网友期待。

罗密

酷是古天乐的保护色

酷，是一种距离感，是小众、
是例外，是“哇塞，他跟别人好不
一样。”这是古天乐的外型，也是
个性。

还是香港 TVB 电视剧小生
时期的古天乐，总摆不脱两个标
签：奶油、俊美。明眸善睐、唇红
齿白这样形容古装美女的词安
在他身上，毫不违和。

偏偏，他不中意。《神雕侠
侣》之后，古天乐再次出现，画风
截然不同：他变酷了。斜刘海剪
成板寸，婴儿肥练出肌肉，“白
古”变成“黑古”。花美男，不是他
情愿的。他心中所想，是有型有
款的酷男。

这就是古天乐。当外界还在
对他的盛世美颜赞叹不已时，他
一声不吭径自把自己作“残”。

对媒体，古天乐也出名冷
酷。凡是感情问题，奈你如何旁
敲侧击，一律不回应。他是著名
的“三无艺人”：无绯闻、无花边、
无女伴，更没靠 CP 炒作过。

谁叫他是“被逼”才入行的
呢？古天乐当过搬运工、服务员、
模特公司的经理——— 那是他成
为演员前最后一份工作。外形出
挑的他不止一次被星探相中。古
天乐的反应都是：别搞我。后来
模特公司倒闭，古天乐才和 TVB
签约。

不想出名的原因，除了“个
性”，还有害怕。巨大的声名通常
伴随着同等的关注度，闪光灯下
优点和缺点同样醒目。而古天乐
年少时是混过黑社会的，还曾因
打劫被判入狱 22 个月。

这故事他在 TVB 节目承认
过，古天乐的说法是被兄弟冤
枉，他只是望风的。真相不得而
知，但进娱乐圈后，他过去极力
掩藏的经历曾被反复提及。

唯一一次对感情问题松口，
是他模模糊糊交底：“理想老婆”
是吴君如。这当然有玩笑成分，
但至少说明吴君如和他亲。在吴
君如眼中，古天乐的冷酷被解释
为慢热。一旦热起来，你简直会
被他的热情融化。酷，更像是他
应付这个复杂世界的软猬甲。

深爱香港电影的“烂片王”

说起古天乐的表演，一个绕
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烂片”。某网
站曾出过一个专题：《我们分析了
1 . 6 万部电影，找出了华语电影烂
片王》——— 古天乐垫底男演员，荣
获“烂片之王”。

看微博的人都知道：古天乐
天天写。2008 年 3 月 11 日至今，
连续十年，每天更新。所有文字
都自己来，因为他答应过粉丝，
可通过微博了解他最新动态。一
个一线明星每天亲自写博客，我
们看到的是强大的自制力。

这背后折射出来的，是香港
与内地艺人的本质差异。这其中
并无高低之分，如果说内地演员
对作品（尤其电影）还抱有对艺
术的敬畏之心，那么香港艺人对
表演则是脚踏实地的热情。在香
港，表演首先是一份工作。就像
古天乐自己曾说过，不喜欢这一
行，也不喜欢传媒，可是除了这
一行，又不知自己可以做什么？

古天乐不挑片，也不挑人。
每一部都下足苦力。2016 年，主
演 5 部；2015 年，7 部；2014 年，6
部。爱情、喜剧、警匪、文艺，合作
过的导演，既有“巨匠”杜琪峰、
林岭东，也有关信辉这种资深影
迷都不认识的新人。

这十几部影片的导演都是
香港人。这里面有机遇，也一定
有古天乐的主动选择，他曾说
过：“现在香港影坛远未走出低
谷，我现在还有戏拍，应该好自珍
惜。况且，港片要走出低谷，产量
是要上来的，我们中生代演员要
是不拍，那就更惨了。”言下之意
当红的香港影星如果都不做港片
主角，那港片复兴更无望。

古天乐是真爱香港电影。除
了演员，他还开了一家“天下一
电影制作有限公司”，投资、扶持
过不少香港原创项目，比如《可
爱的你》《寻秦记》《瞄星人》……
这也是杜琪峰把古天乐形容为

“香港最后一个明星”的原因。两
个同样有文化责任感的电影人
惺惺相惜。说白了，不是古天乐
接太多港片，而是香港的“古天
乐”太少。

努力的纯真

但 无 论 如
何，我们看古天乐
的履历：已上映作品
113 部，获得过金像、金马、华
语传媒等电影节提名的，仅五
部。看成绩，实在一般。

古天乐有演技吗？忽然
想到李安的一段评论。当年
拍《理智与情感》，他分别这
么形容老练的艾玛·汤普森
和青涩的凯特·温丝莱特：

“一个表情有四五层意义，一
讲她马上能演出来。复杂的
内心搅动的戏，都能演。”这
是艾玛·汤普森。而凯特·温
丝莱特演了这层就忘了那
层，但本身就会散发一种努
力的纯真。

什么是“努力的纯真”？大
概就是比那些有天赋的演员“平
平无奇”那么一点。在 2016 年电
影《使徒行者》中，张家辉与古天
乐饭桌叹息，张家辉突然即兴玩
了一个小魔术——— 剧本里没有。
古天乐接住，他没打断，饶有兴
致地看。看着看着，两人一起“真
实”地笑了出来。曾获过四届金
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张家辉，破题
领题，掌控全局。古天乐的表演，
是条条框框里的竭力配合，这或
许可理解为李安说的纯真。

这次将古天乐送上最佳男
主角宝座的《杀破狼·贪狼》，“努
力的纯真”饱涨。他饰演香港警
察李忠志。因女儿在泰国失踪而
远赴泰国。大段大段的劲爆动作
戏，留给古天乐的发挥空间并不
大。但他还是让观众心悦诚服。
影片临近结尾，古天乐看到尸体
的脸确认是自己女儿后，眼泪混
杂着汗水、口水、涕水，一并往下
落。没有技巧，只有结结实实把
丧女之痛推到顶的生理反应。豆
瓣网友说：“古天乐太赞了，可谓
近年最好的一次，希望以此加冕
影帝，隔着银幕都感到心痛。”

金像奖走过三十六年，遇着
天赋不稀奇、运气不稀奇、个性
不稀奇……稀奇的是，遇上一个
爱了香港电影 25 年，今天依然
爱的好演员。 据 Sir 电影

《《神神雕雕侠侠侣侣》》 《《杀杀破破狼狼··贪贪狼狼》》 《《使使徒徒行行者者》》

古古天天乐乐演演技技终终获获认认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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