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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权震乾

有多久没有看到类似缉毒
的都市剧了？想想十多年前，《黑
冰》《永不瞑目》《玉观音》等刑侦
题材的缉毒好剧层出不穷，近年
来却鲜少出现，正在东方卫视和
北京卫视热播的《真爱的谎言之
破冰者》（以下简称《破冰者》）或
许能填补喜欢看缉毒剧观众的
空缺。曾在《锦绣未央》中与女友
唐嫣双宿双飞的罗晋，此次在

《破冰者》中饰演了一个身份特
殊的卧底。除了缉毒外，他与前
女友潘之琳的感情戏也成为剧
情的一大主线。

首集剧情很大胆

爱情缉毒双线并行

《破冰者》讲述了罗晋饰演
的卧底靳远，因为一个匿名包裹
又莫名和前女友谭逗逗（潘之琳
饰）扯上关系，两人从误会丛生
到并肩作战，最后联手禁毒大队

成功打掉贩毒集团的故事。号称
编剧精心打磨3年剧本的《破冰
者》，首集刚开播剧情就十分紧
凑，短短十分钟时间，供职于某
报社的女主角就上演了收到神
秘包裹——— 包裹藏毒——— 警方
把她带走调查等一系列剧情。这
一离奇情节立刻吸引住了观众
的目光，同时，也为后面的剧情
发展埋下铺垫。

或许剧方为了剧情好看和
吸引年轻观众，《破冰者》与以往
的缉毒剧不同的是，在主角的爱
情方面也下足了功夫，两位主角
因为7年前一个误会纠缠至今，
两人曾经的恋人关系也成为剧
情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只不
过，有些观众对剧中主角的爱情
戏份却有些不买账，表示一到两
人的爱情戏就开始插回忆，即使
有各种“花样吻戏”和“发糖剧
情”，也抵挡不住观众想“快进”
的心，毕竟观众冲着缉毒剧来
看，结果男女主角的爱情戏占了

全剧剧情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主角演技在线

诚意很足仍有硬伤

以往常在偶像剧和古装剧
中亮相的罗晋，这次难得在正剧
中演了卧底角色，摆脱了偶像剧
戏份的罗晋这次演技发挥不错，
也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好感，其
中，他与警方和黑道打交道时亦
正亦邪又游刃有余的表演，收获
了观众“角色讨喜”等的正面评
价。而女主角潘之琳的表现同样
不俗，把一个为爱痴狂的女孩诠
释得让人心服口服。除了两大主
角，常在电影中扮演反派、曾因
为演技太好而被误认为是真杀
人犯的王砚辉，“好爸爸专业户”
张晨光，“耿直老好人”程煜等金
牌配角也为该剧添砖加瓦，几大
戏骨飙戏也让观众看得过瘾。

从目前播出的剧情来看，
《破冰者》通过真实案例改编、花
费三年时间打磨剧本、编剧七个

月实地体验生活，这些准备工作
都能证明剧方想做一个好剧的
决心。但是，尽管该剧诚意十足，
仍有不少瑕疵。比如被普通观众
挑出的，女主角在被诬陷之后不
是通过警方赶紧自证清白，而是
趁机逃跑的剧情就十分不符合
常理，还有警察智商时常不在线
也被观众吐槽。

卧底题材经久不衰

玩出新意很重要

提到卧底题材的经典电视
剧，观众总可以如数家珍，从前
几年的《潜伏》《黎明之前》《卧底
归来》，到最近几年的《余罪》《使
徒行者》，观众在各种猜卧底和
跟着主角担惊受怕中被锻炼得
越发精明。即使，网剧《余罪》已
算是近年来卧底题材剧中的上
乘之作，仍免不了被观众挑主角
光环明显的刺。

《破冰者》主打缉毒，但是男
主角同样也是一名卧底，“主角
是卧底”的电视剧近年屡见不
鲜，如何在近年来众多卧底剧中
脱颖而出，吸引观众的目光十分
关键。《潜伏》《风筝》中，男主角
同样身为卧底，却让人感觉角色
丰满有血有肉，除了孙红雷和柳
云龙的精湛演技外，剧本将二人
在情感面前的各种纠结矛盾和
心理活动也着重刻画出来，主角
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而是一
个活生生的人，让观众看得有代
入感、真实感。

《破冰者》中，罗晋饰演的靳
远唯一的弱点就是女主角谭逗
逗，一遇到与女主角有关的事
情，男主角立刻就变得瞻前顾
后，平常行事冷静的面具也在女
主面前有了皲裂的迹象，两人之
间未来将如何发展也成为接下
来剧情发展的关键走向。

近日，历史题材剧《天下长
安》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将
于近期登陆央视热播。该剧由著
名导演连奕名执导，李雪健、张
涵予、秦俊杰、舒畅、韩栋、姚星
彤等知名演员领衔主演，两代演
员同台飚戏看点不少。值得一提
的是，区别于其他聚焦隋唐时期
的影视作品，《天下长安》主要讲
述著名谏臣魏征与李世民的政
治和情感纠葛。

剧情聚焦魏征进谏

《天下长安》这部剧的故事
背景是在隋末唐初，讲述的是在
群雄争斗、门阀混战中崛起的李
唐王朝一步步走向贞观盛世的
故事。与其他同时代背景的影视
作品不同之处在于，《天下长安》
选择走历史正剧路线，历史著名
的“谏臣”魏征与帝王李世民的
关系成为本剧的最大看点。

日前，编剧董哲接受媒体采
访，在谈及该剧的创作初衷时他
说：“那个时期李世民能够虚心
纳谏，不仅仅是个人性格问题，
还有那个时代先进开放的政治
文明和政治文化背景的积淀和
保障，这就是《天下长安》形成的
机制。”据悉，在《天下长安》中，
主创们设计了一个巧妙的环节
将李世民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
价进行了统一。而剧中魏征的一
段话也阐明了该剧的历史观：

“善与恶互为必然，帝王的德行
不同于百姓。”

除了魏征与李世民的人生
交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浅水原
战役、虎牢关战役、潼关战役等
数十场战役在剧中也均有展现。
据悉，为了更好地表现古代战争
场面的恢弘，剧组每天动用群演
最多时达到了2000人，“横店的
群众演员和武行基本都被我们
拉来了，别的剧组没有群演可
用”，《天下长安》的制片人邓细
斌表示。

“李世民”展反差萌

好的剧情是一部剧的基础，
好的演员是剧情的保障。《天下
长安》除了剧情很“正”之外，另
一个亮点就是强大的演员阵容。
该剧主演李雪健、张涵予、秦俊
杰、韩栋等老戏骨与新生代的碰
撞，将李世民时期父子、君臣之
间的复杂关系也演绎得入木三
分。值得一提的是，张涵予和李

雪健都曾饰演过“梁山好汉宋
江”，两人从演多年也都是“荧屏
硬汉”的代表，这次两人一个饰
演开国皇帝，一个饰演一代名
臣，同台飙戏将会碰撞出怎样的
火花让人期待。老戏骨李雪健在

《天下长安》中饰演的是唐高祖
李渊，此前在演员阵容曝光之
后，有网友开玩笑说：“李雪健老
师我告诉你，不要像《少帅》一
样，配角演成主角了”。

此外，不同于以往影视剧中
的脸谱化形象，在《天下长安》
中，秦俊杰饰演的李世民在战场
上杀伐果决，而在家庭生活中却
又是温情满满，其战场上和闺房
中截然相反的性格反差吸引了
大批迷妹。此前，有媒体曝光秦
俊杰在气温高达45度的户外，身
披30多斤的盔甲拍戏中暑晕倒，
敬业态度也得到了李雪健等前
辈们的肯定。 本报综合

近日，大型电视连续剧《新
围城》首度公开亮相，出品人周
亚平带领该剧的编剧宋方金与
杨玏、黄圣依、王博文、萧浩冉、
鲁照华等演员亮相了该剧的发
布会。

据介绍，《新围城》不是1990
年电视剧版《围城》的翻拍，而
是呈现当下现实的一座“新式
围城”。1990年的电视剧版《围
城》用了“七十二贤人”讲述婚
姻这座“围城”，这次的《新围
城》同样也是一个大群像剧，探
讨的问题却不仅仅是婚姻，更
多的则是有关人与家、家与城、
人与时代的展现。

值得一提的是，《新围城》
为演员们搭建了一个“表演学
院”，直至杀青，总共有72位实力
演员加盟本剧。

参演《新围城》的每一位演
员都曾有过众多经典作品，观
众一定会在观剧时发现一些看
似不重要的配角竟然也是由老
戏骨出演，这也是该剧的一大
亮点。据悉，张晨光、梁冠华、牛
莉、刘敏涛、柯蓝、黄圣依、娟
子、范伟、范明、刘蓓、王迅、郝
蕾、张歆艺、黄志忠、吕中等著
名演员都加盟了该剧表演，年
轻新生一代，杨玏、啜妮、王博
文、萧浩冉、鲁照华等都有非常
精彩的表现。

据悉，《新围城》已经制作
完成，将在近期登陆卫视剧场
与广大观众见面。 本报综合

因认为著名小说《11处特
工皇妃》（后更名为《特工皇妃
楚乔传》）涉嫌抄袭萧如瑟已出
版发行的作品《九州·斛珠夫
人》，萧如瑟遂将《楚乔传》作者
潇湘冬儿、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有限公司、亚马逊卓越有限
公司告上法庭。近日，该案在北
京市朝阳法院开庭审理。

萧如瑟表示《楚乔传》不仅
抄袭了原告作品，也抄袭了九
州其他作品中的内容。其中《楚
乔传》与《九州·斛珠夫人》高度
相似的内容达17处。因此萧如
瑟诉至法院，要求潇湘冬儿、凤
凰出版社、亚马逊停止出版发
行销售《楚乔传》，公开赔礼道
歉及赔偿合理费用41984元，另
外要求潇湘冬儿、凤凰出版社
连带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

但潇湘冬儿则辩称不存在
抄袭侵权。而亚马逊卓越有限
公司则称，自己在线销售的涉
案图书版本均有合法来源，不
存在侵权，要求法院驳回原告
全部诉讼请求，并表示如今纸
质版已经全部下架。 小文

《转角遇到爱》也要翻拍
了！近日，腾讯影业与柴智屏旗
下的萌样影视达成战略合作，
未来双方将携手开启《流星花
园》、《转角遇到爱》等八个影视
作品的打造计划。

《转角遇到爱》2007年1月7
日首播，由柴智屏制作，大S（徐
熙媛）、罗志祥等演员主演，主
要讲述一个让人艳羡的“公主”
与一个怀才不遇的画家，在人
生的转角相遇，演绎出一段令
人心动的浪漫爱情童话。

新版《流星花园》已于2017
年10月开机，如今《转角遇到
爱》也要拍摄新版，网友给出了
不同的反映，有人表示期待：

“童年经典又重袭，期待。”“都
超经典的，支持！”但也有网友
担心经典翻拍能否达到大家期
望：“又翻拍？是编剧写不出新
东西了吗？”“经典不可能被超
过的！” 昆丁

《《天天下下长长安安》》：：两两代代““宋宋江江””同同台台飚飚戏戏《新围城》
探讨的不只是婚姻

《转角遇到爱》
宣布将翻拍

《楚乔传》
被指抄袭案开庭

近日，由汤唯、朱亚文合作
的古装剧《大明皇妃孙若微传》
首度曝光了汤唯的定妆照。看
似一张普通的宣传海报，却引
起了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有网友发现，影视海报在
晚上18点和深夜22点被重新编
辑过，乔振宇从特别出演变为
领衔主演中的四番，此次海报
的宣发咖位引起了乔振宇粉丝
的不满。

随后，乔振宇用个人微博
解释了署名更改是自己和剧方
的共同决定。粉丝们见此纷纷
心疼乔振宇，并质疑其工作室
的工作能力：“除了心疼不知道
说什么，永远爱你。”“我们看不
得你受一丁点委屈，真的是这
工作室不行。”“我要哭了，你又
出来收拾烂摊子。”表达了对乔
振宇的支持。

得得

《大明皇妃》
海报署名引争议

《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

剧情大胆演技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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