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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湖南卫视“青春进行
时”剧场播出的青春金融商战剧

《金牌投资人》引发热议。对金融
圈行业风云和职场人奋斗历程的
真实刻画，为该剧赢得了“国产行
业剧良心之作”的好评。在剧中那
个举止优雅、智商与财商“双高”，
但在爱情方面却时不时少女心爆
发的女总裁苏晋，无疑是该剧最
具亮点的人物之一。该角色的扮
演者张俪可谓“女强人”的专业

户，除了苏晋之外，《远大前
程》中那个敢爱敢恨、手腕高
超的小阿俏也令人印象深
刻。在谈及自己对“女强
人”这类角色的理解时，
张俪表示，她们有着一
颗强大的灵魂，是生活
和事业中的强者，而
爱情则并非她们的
全部，但是一件值得
奋不顾身的小事。

谈剧情：女强人

有强大的灵魂

用一个词概
括苏晋这一角色
的特点，张俪认
为 莫 过 于“ 丰
富”。她认为，苏
晋一方面在职场

上身经百战，方向
感很强，知道自己要
什么并且拼劲儿十
足；但在爱情上却
很单纯，在吃醋的

时候会展现出自己可爱的一面。
此外，不管是在工作、生活还是
爱情中，她不喜欢按套路出牌的
性格也常常能够给身边的人，尤
其是给男主角方玉斌带来惊喜。

“这样的角色发挥空间比较大，
我可以想到各种方式去表现她
和方玉斌之间‘相爱相杀’的关
系，演起来开心过瘾。”张俪说。

自从出道以来，张俪饰演过
多个“女强人”类型的角色。在张
俪看来，女强人的特点在于一个
强大的灵魂，“她们是生活和事
业中的强者，但一旦她们决定爱
上某个人，就会做好为了这个人
牺牲一切的准备。可以说，爱情
并非她们的全部，但是一件值得
奋不顾身的小事。”

谈表演：

享受过程也有挑战

《金牌投资人》最受好评的
一点就是对投资圈风云变幻和
职场人奋斗历程的真实再现，这
一点甚至得到了很多金融行业
业内人士的认可。张俪认为，剧
情的丰富性是《金牌投资人》得
以成功的关键。“剧情很紧凑，每
集都有很多亮点，内容非常丰
富，但它的讲述方式又非常幽默
有趣，避免了专业性的东西太多
可能给观众带来的晦涩感。”

谈及本剧的导演，张俪表
示，“彭学军导演是一个非常有
才华的导演，在片场也是灵感频
发。”张俪坦言，这令自己的表演
过程充满享受，但也为自己带来

了不小的挑战，“导演会与团队
成员们即兴碰撞出很多有趣桥
段，比如方玉斌和苏晋相互‘捏
脸’的那一段，就是剧本中没有
的。我们在表演的过程中需要很
努力地控制自己不要笑出来。”

谈时尚：

做自己的时尚顾问

作为资深模特和设计师，张
俪一直有着“演艺圈的时尚icon”
的美誉。在《金牌投资人》拍摄期
间，张俪更是将自己的衣柜搬到
现场，全权承包了苏晋的衣着搭
配工作。“我希望能够给这个角
色增添有别于其他女白领的色
彩。”谈及“穿衣经”，张俪显得有
点兴奋，“例如在苏晋与方玉斌
恋爱发展的前期与后期，我会给
这个角色搭配不同风格的衣服。
此外，我还会注意不要让同一套
衣服上出现的颜色超过四种，以
免观众的关注点被服装过多地
吸引，从而忽略了我的表演。”

此外，张俪还对记者谈起了
身为时尚达人在生活中的趣事。
由于品位不凡，因此为同事和小
伙伴们买衣服就成了张俪每次
出差的“规定动作”。“看到好看
的衣服都会给大家买，有些衣服
会买好多件送给不同的小伙伴，
以至于大家在出门前都要相互
打电话协调，避免撞衫。”张俪笑
言。优雅范、少女心、时尚风，这
些气质在张俪身上完美地结合
在一起，并且为苏晋这个角色赋
予了多样的魅力。 本报综合

《金牌投资人》“女强人专业户”

张俪：“霸道少女”为爱奋不顾身

□记者 逯佳琦

你还记得自己高中时期的
同桌吗？阳光下的那个女孩有最
好看的侧影，球场上的那个少年
有最明朗干净的笑容……近日，
青春校园电视剧《遇见最好的我
们》已正式登陆浙江卫视播出，
和荧屏上其他青春剧不同，《遇
见最美好的我们》不仅讲述了一
个高中生的言情故事，更为观众
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高中生
活轮廓，无论是剧中高一入学当
天的炎炎夏日，还是讲台上那个

“这个题太简单不讲了”的数学
老师，总能轻易的引发观众的

“回忆杀”。在剧集播出后，不少
观众动情地表示：“看完想穿越
回 17 岁”、“这些年我们一直念
念不忘的，可不就是那段青春时
光嘛”。

演员大多是“熟脸”

《遇见最好的我们》是由刘
畅执导，谭松韵、刘昊然、王栎
鑫等主演的一部青春校园题
材的电视剧，剧集改编自八月
长安的《最好的我们》，讲述了
平凡学生耿耿“意外”考上了
全市最好的高中，和同桌余淮
各自成长的故事。

与近几年青春影视作品热
衷起用新演员不同，《最好的我
们》中的大部分演员都是“熟
脸”，出道多年有多部作品傍身

的谭松韵和刘昊然此次担纲主
演，饰演男女主角耿耿和余淮。
除了男女主角，息影多年的王栎
鑫此次也“出山”饰演了男二号
路星河，逃军训、捉弄教导主任、
带着自己喜欢的女生骑摩托逃
课……剧中王栎鑫把一个性格
张扬的富二代形象展现的淋漓
尽致。此外，《巴啦啦小魔仙》中
严莉莉的扮演者刘美含此次也
在剧中出演了一位日本女学生；
而被观众封为“教导主任专业
户”的张磊也“重操旧业”，饰演
了教导主任小潘，剧集播出后还
引发了观众对“那些年的教导主
任”的吐槽。

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出生
的谭松韵此次在剧中再次贡献
了自己多变的演技。在扮演17岁
的少女时，她面对自己喜欢的余
淮既紧张又欣喜、在面对父亲再
婚时会流泪担忧；当扮演毕业后
的耿耿时，她也会因在工作上遭
遇不公而选择离职、会再次遇到
失散多年的余淮时选择默默地
原谅。

剧情写实不狗血

与同题材的作品拿着“为爱
痴狂”、“早恋堕胎”大做文章不
同，在《遇见最好的我们》中，青
春是一个相对完整、朴素的故
事：从高中入学分班到毕业各奔
东西，现实中的高中生活在剧中
都有呈现。当耿耿顶着炎炎烈日

去振华高中报道那一刻开始，每
一位观众对于自己青春岁月的
回忆大门也就此打开。

同学间的矛盾、紧张的学
习 节 奏 、考 不 上 大 学 的 压
力……如果说振华高中是高中
生活的一个缩影，那么剧中高
中五班中的每一位学生就是所
有高中生的一个经典群像，在
振华高中五班中，有如余淮一
样上课玩游戏依旧成绩名列
前茅的尖子生、有如耿耿一样
一个走神就再也跟不上老师
进度的普通学生、有如以骚扰
别人取乐的路星河一样的问
题学生……在观众们对剧集

的评论中不难发现，有人在剧
中找到了初恋的影子，也有人
在某一个情节中看到了高中
时的自己。

剧集播出后，有观众认为：
“这部剧让自己重新定位了自己
的高中岁月”。剧中，军训装晕、
上课时互相传小纸条等剧情让
人感觉莫名熟悉，而“三短一长
取其长，三长一短取其短”的做
选择题技巧、在课本上偷偷画老
师的丑化照等剧情也让不少观
众在笑过之后不由感慨：“原来
我们的高中时期也并不是只埋
头苦学，原来那时候的我们生活
这么有趣”。

《遇见最好的我们》：最好的爱情是一起同过窗

《也平凡》郑恺
首当剧出品人

由唐曾、黄曼、刘冰玥、张
铎等领衔主演，著名导演习辛
执导的年代情感大戏《娘亲舅
大》目前正在央视八套黄金档
热播。该剧自开播以来收视频
频破一，实力派演员唐曾饰演
的大舅佟家庚在父母与大姐相
继离世后独自撑起家庭的重
担，堪称全剧的“孝义担当”。

《娘亲舅大》作为一部现实
主义题材的大剧，情节尤为纠
结虐心。在近日的剧情中，佟家
庚终于等到了二弟家阳出狱，
然而六年过去了一切早已发生
了改变，三弟家良患脑膜炎后
智力受损，兄弟相见不相识。家
人之间的嫌隙将如何化解？不
少观众看剧之余也热心与演员
互动，表示要支持这命途多舛
的一家人，画面温馨动人。

这部制作精良的暖心大剧
不仅在央视八套收视率登顶，
也曾破过省网收视率纪录，有
着超高的群众基础，全员走心
的演绎也为该剧赢得了极好的
口碑。曾在电视剧《知青》中有
过出色表现的演员唐曾此次在

《娘亲舅大》中也奉献了极为真
实细腻的表演，出色的演技也
让观众对该剧的期待值大增。
据悉，由唐曾主演的年代海战
剧《红鲨突击》也于近日杀青。

米付

《娘亲舅大》
亲情感人

张张俪俪气气质质出出众众

青青春春的的故故事事最最动动人人

动作悬疑犯罪剧《也平凡》
近日正式在苏州开机。据悉，

《也平凡》将以电影级别的制作
水准开拓国产剧创作的全新领
域。该剧由新人导演韩博文执
导，郑恺、张国立、林峯、吕凉、
种丹妮、汤梦佳、高晓菲、郭振
迦、林雪、马浴柯、黄诗棋、郭耘
奇等实力演员联袂主演。

作为围绕悬疑、犯罪题材
的强节奏动作剧情大戏，郑恺、
张国立、林峯三位主演的强大
阵容更是格外亮眼，让《也平
凡》提前锁定了观众们年度期
待的一个名额。

《也平凡》由犯罪悬疑类型
领军人物高群书担任监制，郑
恺、张国立、丁晶担任出品人，
剧组整个制作班底全部启用电
影级别配置，将在国内多地实
景拍摄，并且远赴格鲁吉亚进
行海外取景。

值得一提的是，《也平凡》
亦是郑恺首次尝试以出品人的
身份参与影视剧制作，之前都
是好作品、好剧本“来敲门”，而
这次他和团队从挖掘优秀剧
本、作品开发到剧本创作，全部
属于新尝试。郑恺身份转变，尝
试自己从未演过的电视剧类
型，他坦言：“不仅锻炼团队，也
给自己更多表演空间。”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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