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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逯佳琦

回看刚刚过去的2018年第一
季度，国内电视剧市场总体表现
不温不火，虽然有《恋爱先生》、

《美好生活》、《老男孩》等都市情
感剧收获了较高播放量，但口碑
并不理想，而得到了较高口碑的
谍战剧收视表现又并不突出。作
为电视荧屏上经久不衰的一大
节目类型，目前正在热播的几部
谍战剧正在努力为自己“加戏”，
谋求创新。

套路之中谋新意

值得一提的是，近来鲜有高
热度、高关注度的谍战剧在2018
年第一季度格外活跃。一季度播

出的谍战剧有《风筝》、《红蔷
薇》、《小楼又东风》、《和平饭店》
等，在同期都市题材因“伪现实”
问题备受质疑时，这些谍战剧的
口碑暂时占了上风。

从收视和口碑上来讲，《风
筝》、《和平饭店》都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风筝》曾连续11天位居
同时段电视剧收视率排行榜第
一位，这部没有超级IP、没有高
颜值流量偶像的剧集播出后反
响异常热烈，也让主创柳云龙再
次进入观众视线。该剧收获好评
之后，《和平饭店》接棒开播，把
谍战片年代戏再度推向高潮。不
同于以往谍战剧的是，《和平饭
店》“密室逃脱”的剧情内核加上
悬疑谍战大戏的定位让该剧更
加独特。

值得一提的是，在4月份依
旧有两部谍战剧接连上映，《魔
都风云》和《猎豺狼》在不同卫视
相继开播，并且在剧情设置上都
颠覆了以往的“套路”玩出了新
花样。从《潜伏》开始，国产谍战
剧的一贯套路就是维护正义的
一方永远身处险境、麻烦不断，
甚至是被迫走上潜伏之路。而目
前正在央视热播的《猎豺狼》中，
由刑侦人员化身潜伏者，深入虎
穴卧底取证，在剧中，李宗翰饰

演的潜伏者郭剑亮更像是
一个危险猎手、大Boss，这
种自带技能上阵的主角
设置，让不少追剧的观
众直呼“新奇”、“过瘾”。

与《猎豺狼》不同的

是，《魔都风云》则把抗战、地下
党等元素与魔术、上海滩等元素
结合起来，相比起以往都市剧的
单一剧情，《魔都风云》剧情更加
丰满也更加烧脑。尽管在这部剧
中，周冬雨等年轻演员与稍显沉
闷的谍战剧情不太协调，但也算
是谍战剧在演员选择上的一个
新的尝试。

要做爆款还需“人和”

这几部剧的相继热播，让谍
战剧成为了一季度荧屏上大家
关注的热点，但由于题材局限，
尽管这几部剧口碑不错但并没
有真正成为爆款。事实上，一季
度的谍战剧之所以能“大出风
头”，并不仅仅是这几部作品本
身特别吸引人，而且原定的《巴
清传》、《如懿传》等大戏缺席，使
得荧屏不如往年热闹，并且现实
题材剧玩不出新意频遭诟病暂
时失去了观众缘。

但是，谍战剧难成爆款的原
因归根结底还是题材受限和没
有流量明星的加持。谍战剧的受

众一直仅限于中老年男性观众，
题材不活泼、演员不好看让谍战
剧不能轻易得到女性观众和年
轻观众的青睐。近年来，谍战剧
的创作者们似乎也意识到了自
己难成爆款的原因，开始尝试起
用流量演员，比如《小楼又东风》
由宋轶和严屺宽担纲主演，自带
热度的演员对于一部剧的意义
也在刚收官不久的《和平饭店》
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在追剧过程
中，雷佳音和李光洁的表现比剧
情本身更受关注。

目前正在热播的几部谍战
剧中，《魔都风云》请了新生代流
量演员周冬雨出任女主角，有观
众直言：“虽然我也觉得鬼马精
灵的周冬雨与剧情沉闷的谍战
剧不太搭，但还是想看看她能在
剧中会有哪些突破”。而且，《魔
都风云》还尝试在剧中融入了不
少魔术的元素，“轻功水上漂”、

“魔术摩托车”等剧情备受观众
好评，相比起单纯的谍战剧情千
篇一律，有趣的细节就显得格外
出彩。

口碑炸裂收视平淡？

这些谍战剧要做爆款款

隔记者 权震乾

长久以来，观众对于国产行
业剧的诟病都在于“不接地气”。
国产剧中的主人公，无论从事的
是何种职业，其实都是打着行业
剧的幌子来谈恋爱。而4月3日在
湖南卫视周播剧场开播的《金牌
投资人》，却可谓是行业剧该有
的样子，围绕公司收购案展开的
剧情真枪实弹，通过情节推进剧
情发展，让男女主人公从邂逅到
相识相知都变得顺理成章。

剧情逻辑经得起推敲

电视剧《金牌投资人》根据
龙在宇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张
俪、杨旭文、陈龙、袁成杰等人气
演员担纲主演，原著小说曾收获
了不俗的口碑和评价，因此电视
剧如何改编也成为剧迷们关注
的焦点。《金牌投资人》通过描绘
普通青年方玉斌的成长史，塑

造了一幅金融圈适

者生存的残酷画卷。金融圈中的
人各有所长，男主角方玉斌通过
一个人的穿着、谈吐举止就能判
断出对方的身份、职业，尽管学
历不高，也并不是科班出身，但
凭借自己的努力仍然在金融圈
中杀出了自己的一小片天地。

在《金牌投资人》中，男女主
角并不是一开始就情投意合，然
后谈了30、40集的恋爱。剧中，张
俪饰演的女主角苏晋是杀伐决
断、在金融圈披荆斩棘、足智多
谋的女投资人，是一个比男主角
更有大局观的独立女性，男女主
角的爱情发展依靠的是对彼此
专业知识和人品的吸引，单论这
些，《金牌投资人》就已比普遍的
国产行业剧高出了一个层次。不
过，即使《金牌投资人》较之其他
行业剧有了明显的质量提升，但
观众也不乏对该剧精益求精的
挑刺，比如富二代家族没有律师
要自己保释，签约没有律师见证
随便签，金融谈判

不需要谈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
负债等观众提出的细节问题，

《金牌投资人》仍然存在。

陈龙与职场剧有缘分

相比其他国产都市剧重用
流量明星当主角的惯例，《金牌
投资人》则大胆起用了新人杨旭
文搭配青年演员张俪的阵容，尽
管杨旭文凭借新版《射雕英雄
传》积累了一定的人气，但在普
通观众眼里仍有“刷脸”不够的
劣势。而青年演员张俪演技和颜
值俱佳，但在人气方面也略逊一
筹，这样的主演阵容让观众在看
剧的同时也为该剧的收视捏了
一把汗。所幸的是，陈龙、高曙
光、袁成杰等知名度颇高的演员
甘做配角加盟该剧，为该剧的人
气添砖加瓦。尤其是陈龙被誉为

“金牌配角”，在《琅琊榜》《猎场》
等热播剧中均有出色表演，还因
为带火了胡歌、靳东、王凯几位
演员被认为自带“旺”体质。

在《金牌投资人》中，陈龙饰
演的投行总经理袁瑞朗是剧中
的灵魂人物，他是慧眼识珠、发
现男主角才能的伯乐，他是在女
主角背后默默支持的暖男，可以
说陈龙串联起了整部剧的多线
剧情，是剧中不可多得的关键人
士。从《猎场》中的猎头再到《金
牌投资人》中的投资人，陈龙可
谓和职场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不
过，对于陈龙在该剧依然做配角
的局面，也有喜爱他的粉丝表
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陈
龙独挑大梁演主角，看来陈龙这
配角演戏，不仅观众喜爱还特别

“抢戏”呢。

《金牌投资人》：

配角陈龙又来抢戏了
说到去年最热门的电视剧，

绝对非《人民的名义》莫属。从最
开始的“花式数钱”到“丁义珍窗
口”，再到“达康书记表情包”等
等，剧中的种种元素总能引起网
络上的一片叫好声。

当然，《人民的名义》能取得
如此大的成就，离不开导演和主
创们的功劳。近日，有消息透露，
导演李路再次带领《人民的名
义》的原班人马，开始了新作品
的创作，这部剧就是———《天衣
无缝》。

很多人以为李路会延续之
前的题材继续创作，或者是类似
题材。但是等到发布会的时候完
全出乎大家的意料，李路导演的
新作《天衣无缝》竟是一部谍战
剧。不但导演有名，这部剧的编
剧也很厉害，《天衣无缝》是编剧
张勇继《一触即发》和《伪装者》
之后“谍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据目前曝光的演员定妆照
可以看出，《天衣无缝》是以民国
时期为故事背景，剧中，陆毅一
如既往地饰演正面的角色，他的
气质非常适合民国时期的风格，
加上丝框眼镜，尽显斯文气质。
据悉，“达康书记”这次要一人分
饰两角，虽戏份不多但是却是最
为出彩和惊艳的。除此之外，《人
民的名义》中丁建义、刘玉斌等
几位老戏骨也悉数加盟。有了演
技的保证，导演和编剧双保险加
持，相信这部剧绝对不会让观众
失望。 本报综合

《人民的名义》
原班人马演新剧

时尚精英职场剧《逆光》近
日首度曝光“黑白分明”概念海
报及主创阵容，该剧由张涵予、
蓝盈莹领衔主演。

剧情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
开，讲述了由蓝盈莹饰演的白
汐宁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
辰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
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此同时，由
张涵予饰演的林弈作为东辰元
老也暗地谋划着权力的棋局，
直到两人在博弈的过程中逐渐
抽丝剥茧出真相，才意识到逆
光前行中共同的初心……

“大满贯影帝”张涵予近几
年来以硬汉英雄形象活跃在电
影荧幕上，并收获不俗的成绩。
已近十年没有出演现代电视剧
的他，在《逆光》中将饰演一位
心思缜密的职场精英，这也是
他在时尚都市剧中的首次现
身，也引来众多粉丝的关注和
期待。 张辽

张涵予时隔10年
回归现代都市剧

《风再起时》
袁泉再演独立女性

近日，电视剧《风再起时》
在湖州举办开机仪式，导演付
宁、编剧张强携主演陆毅、袁
泉、朱雨辰等主创出席。

据悉，该剧是以“经济”为
视角展现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艰辛历程的剧目。陆毅透露
此次在剧中，自己饰演军人，这
是一次新鲜的尝试。袁泉饰演
的是陆毅的妻子何晓莺，两人
是一对在改革浪潮中沉浮的青
年夫妻。

该剧距离陆毅跟袁泉的上
次合作已过多年，此次两人时
隔多年再度携手合作，虽说在
剧中饰演一对夫妻，但是陆毅
坦言剧中亲密戏不多。

剧中，袁泉饰演的角色是
一个浪漫、想象与风骨兼具的
独立女性的形象。袁泉坦言：

“剧中这个人物，从前期到后期
的成长都很有戏，是一个充满
魅力的角色。” 奋斗乌托邦

《白发王妃》
“漫忧情侣”角色官宣

由李慧珠执导的《白发王
妃》近日在横店开机，该剧改编
自莫言殇人气小说《白发皇
妃》，原著粉心中的“漫忧情侣”
确定由张雪迎、李治廷饰演，剧
情讲述了西启长公主“容乐(漫
夭)”、北临王子“宗政无忧”等
人在乱世中找到属于自己归宿
的故事。

李治廷曾在《武媚娘传奇》
中首尝古装造型，因英气俊朗
的扮相及“李治”至纯至性的魅
力收获好评无数。此次在《白发
王妃》中他饰演的“宗政无忧”
狂傲不羁、不拘礼法，因目睹父
皇与母后的感情悲剧令他抗拒
情爱，甚至不惜为了达到目的
牺牲感情，直至他遇到“容乐”
才懂得真心换真心，从不愿直
面自己的过去直到因爱而变得
更加强大。李治廷坦言自己被

“宗政无忧”的经历与转变所吸
引，他虽拥有独立而不可捍卫
的内心世界，却又温柔痴情得
可以舍弃江山、与至爱共赴白
首之约。 张辽

《《魔魔都都风风云云》》周周冬冬雨雨担担纲纲女女主主角角

《《小小楼楼又又东东风风》》主主演演也也是是人人气气演演员员

《《金金牌牌投投资资人人》》大大胆胆起起用用年年轻轻演演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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