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5 月 4 日 星期五 编辑：权震乾 美编：王宁 追追剧剧 TVplay 37

《下一站，别离》：

当恐婚男遭遇大龄女

备受行业关注的“中国
十大青年电视剧编剧”入围
名单于4月26日揭晓，包括徐
速、郭琳媛、小吉祥天等在内
的多位优秀编剧位列其中，
将于近期角逐出最终的奖项
归属。

此次“中国十大青年电
视剧编剧”的评选，是影视行
业垂直媒体“影视女魔头”推
出的“初心榜”系列榜单的第
二个榜，评委会由郭靖宇、王
小康、冯雷、何侯擇等多位业
内大佬及资深媒体人组成。

据了解，评委会从数百
位名单中精挑细选出三十五
位创作过颇具影响力作品的
青年编剧代表，如《灵魂摆
渡》系列的编剧小吉祥天；

《火蓝刀锋》《永不磨灭的番
号》编剧冯骥；《大丈夫》《好
先生》《我爱男闺蜜》的编剧
李潇；《老九门》《香蜜沉沉烬
如霜》的编剧张鸢盎；《花千
骨》《玲珑醉》《寂寞空庭春欲
晚》的编剧饶俊；《法医秦明》
的编剧郭琳媛；《美人心计》

《宫锁心玉》的编剧于正等。
对于个别可能引发争议

的入围者或获奖者，组委会
还特别设立了公示环节，接
受公众监督和反馈。相关单
位和个人可举报有关违法违
规等事实和行为，一经核实
将取消其相应资格。 陈海峰

十大青年电视编剧
提名揭晓

随着古装、玄幻等类型剧开
始“退场”，现实主义题材几乎占
据了目前电视剧市场的半壁江
山。曾有数据统计，从2017年至
今，仅标签为“现实题材”的电视
剧就超过40余部，但这些作品的
评分大部分都不足6分。观众对
于这些剧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人
物阶层高没共鸣”、“故事仍是玛
丽苏”以及“房子太高大上”这几
方面，现实主义题材似乎成为了
玛丽苏情感剧的又一个“外衣”。

主角“非富即贵”

小人物屈指可数

在这些剧中，除了人设和剧
情不贴合生活，很多现实题材电
视剧的背景也超出了生活。例如

《亲爱的翻译官》中，黄轩房间里

的书都是贴面的假书；《我的！体
育老师》中张嘉译的房子装修如
同样板间，缺少很多温馨感。《亲
爱的她们》导演崔亮表示，很多
剧方会认为布景高端、色调明亮
的布景，能让片子颜值更高。

主角“非富即贵”，也是此类
题材剧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例如

《我的前半生》中的男女主角都
是咨询界的高管，《谈判官》讲述
了商务谈判官和富二代的爱情
故事。现实主义真正需要讲述的
底层小人物却屈指可数。

崔亮认为，中产阶层以上的
职业离大部分观众较远，因此对
于创作者来说难度较小，但对于
跟自己很像的人物，观众会觉得

“他这个好假，跟我生活完全不
一样。”因此很多编剧都是闭门

造车，但真正的现实主义需要到
生活中体味人间的酸甜苦辣。

不从生活出发

而从生意出发

记者盘点了36部2017-2018
年开播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网络
评分在6分以上的只占33%，8分以
上2部、7分以上3部、6分以上7
部。评分在6分以下的电视剧约
占67%，超过一半。

为何“伪现实主义”频出？崔
亮认为，现实题材的戏非常难
写，它需要有很准确的话题敏感
度，以及正确的社会责任感。在
这基础上，创作者也必须有扎实
的写作功底。但现在各平台对于
这类作品的需求变大，卫视、网
络都需要极大的片源储存，因此
从业人员的水准要求也相应降
低了，“泥沙俱下”必然会出现质
量良莠不齐。

编剧宋方金认为，所谓“伪
现实主义”，就是因为创作者没
有吃透生活，没有贴近人生。现
在的影视创作，很多都是从生意
的角度出发，不是从生活的角度
出发。他认为：“现实主义不仅是
一种题材，还是一种态度、一种
风格。历史、科幻也可以拍得非
常现实主义。反过来，现实题材
也可能拍得非常架空、虚无、悬
浮。最重要的还是创作者必须保
持初心，贴近生活创作。”

据《新京报》

拿“伪现实主义”骗观众有意思吗？

4月28日，电视剧《少年派》
在上海举行“开学典礼”暨该剧
开机仪式。该剧由张嘉译、闫
妮、郭俊辰领衔主演，由刘孜、
扈耀之、冯雷、曲凌子等主演，
实力派演员众多。

早前张嘉译和闫妮合体出
演《少年派》的官方消息一经发
出，就在网上掀起一阵《一仆二
主》回忆热。《少年派》中张嘉译
饰演的暖男老爸林大为和闫妮
饰演的陪读老妈王胜男，在剧
中将产生怎样的全新火花，着
实令人期待。

《少年派》以高中校园为背
景，通过描绘四个高中生的校
园生活，展现了青春期的小烦
恼，也同时反映出当今社会不
同家庭面临子女教育、升学压
力时的不同反应和困境。话题
性与真实感兼备，可以说电视
剧《少年派》是自带“话题制造
机”属性。 吉塔

张嘉译闫妮二度合作

欧豪宋茜演纯爱故事

近日，由宋茜、欧豪主演的
现代都市情感剧《山月不知心
底事》首曝青春版剧照。据悉，
电视剧的拍摄已经进入到中期
阶段。此次曝光的校园版剧照，
向观众展现了向远与叶骞泽大
学校园时期的纯净爱恋。

《山月不知心底事》讲述了
男女主角追求人格独立、奋发
向上，却不断在理想与生活之
间挣扎的都市爱情故事。喧嚣
浮华的城市中，出身贫寒的向
远一路披荆斩棘朝梦想而去，
而青梅竹马的叶骞泽却拥有着
不同的人生，一生在追逐自由。
两人在成长的道路上历尽坎
坷，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山月不知心底事》由知名
经纪人、制作人贾士凯出任总
制片人，著名导演余淳执导，白
一骢出任总编审。目前正在深
圳热拍中，除了校园剧情外职
场历练的情节也是一大看点。

黄秋桐

日本漫画 IP《网球王子》
全新真人版剧集即将开拍，于
正出任本剧总监制。有媒体了
解到，本剧目前正处于选角阶
段。其实，该漫画早在 2008 年
就已经翻拍过，由傅东育执导，
秦俊杰、柏栩栩、张超、王传君、
穆婷婷等人出演。

据悉，《网球王子》是日本
漫画家许斐刚的以运动为主题
的漫画，作品于 1999 年开始在

《周刊少年 JUMP 》连载，2008
年完结。故事讲述的是“网球天
才少年”越前龙马在青春学园
网球部中遇到了实力强劲的前
辈们，但他以惊人的实力，最终
赢得了前辈们的认可正式加入
了校队，开始了通往全国大赛
的奋斗之路。 张奇羡

《网球王子》翻拍
于正当监制

由于和伟、李小冉、邬君梅
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下一站，别
离》正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播
出。该剧讲述了公司CEO秋阳为
保住事业而遭到逼婚，恰好偶遇
急于生孩子的大龄女青年盛夏。

“爱无能”的两个人为了各自的
目的，以契约形式开始了一段有
名无实的婚姻。该剧导演潘越表
示，《下一站，别离》聚焦的社会
现象都是身边真实发生的事情，
用笑点十足的情节进行包装，是
为了以更轻松、乐观的方式告诉
观众要珍惜当下。

“熟男熟女”遭遇爱无能

《下一站，别离》开篇信息量
巨大，每个角色都面临不同的年
龄危机。秋阳曾有过两次失败的
婚姻，不敢再相信爱情；大龄剩
女盛夏则面临“更年期综合征”
提前，想当妈妈但不相信爱情让
她身心俱疲。

潘越将这类问题归结为当
今青年人“爱无能”的一种普遍
表现。以往的都市剧大多聚焦于
家长里短，或者年轻人的爱情，
但处于中青年阶段的男女却时
常被大众忽略。潘越认为，中青
年人其实才是目前社会和家庭
的支柱。例如秋阳、盛夏这个年
龄段的“熟男熟女”，都面临着身
体健康、生活、婚姻上的重重压
力；邬君梅饰演的秋阳姐姐秋月
则因过于独立好强，女儿不在身
边，与丈夫也越来越没有共同话
题，成为了“空巢妻子”。他们代

表了习惯在残酷社会保护自己，
但也渴望被爱的当代中年人。

导演潘越表示：“如今工作
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这些人
在婚姻或生活层面上的变化太
多，以至于一点一滴都会积累成
矛盾。现实主义题材一定要避免
隔靴搔痒，所以我们希望切实关
注这类群体，希望能够引起大家
对他们的关注。”

套路、巧合为戏剧冲突

剧中，秋阳和盛夏是一对名
副其实的欢喜冤家。逢都市剧必

“对着干”的套路似乎再次上演。
对此潘越表示，剧中的“对着干”
其实是贴近生活的。“在真实生
活中，两个懂得保护自己的人，
在相处中难免会产生矛盾。就像
平时我们在冲动时也会说出一
些过激的话。”在潘越看来，盛夏
和秋阳这段“契约婚姻”中，矛盾
和“对着干”是因在意彼此才会
产生的一种处理方式，并非脱离
现实的套路设计。

为了加快剧情的节奏，让
男女主角以最快的速度相识、
结婚，剧中设置了不少“巧
合”：盛夏代替朋友去联
谊偶遇了秋阳；秋阳
去医院看病却发现
医生正好是盛夏；
而仅仅是电梯间
两人的“偶
遇”就发生
了 至 少 两
三次。

潘越解释称，剧中很多“巧
合”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遇
到，但他也坦言，在创作角度上，
戏剧冲突与现实真实性，确实存
在天然的矛盾，“现实中偶遇，大
家只会觉得挺巧的。但在戏剧
上，我们通常需要把这些‘偶遇’
更集中一些，去创造更明显的戏
剧矛盾，因此前几集观众就会觉
得偶遇太多。”

李小冉演男科医生有反差

之所以为女主角搭配男科
医生这个职业，潘越表示，大众
对于女性当男科医生总有着刻
板印象，认为这类女性会古板、
严肃，对生活极为挑剔。“虽然盛
夏也十分独立、坚强，但她的内

心却充满女人味，时刻渴望当一
名母亲。所以我们就想形成一个
反差：脱掉白衣天使的服装之
后，盛夏其实也是一个俏皮、可
爱，有生活情趣的女生。”

在已播的剧情中，部分观众
认为盛夏只考虑到自己的“早
更”，对秋阳过于咄咄逼人，是标
准的“自私女”。

潘越认为，盛夏独自在外打
拼，她习惯以更坚强、更独立的
外表示人，因此她必然会下意识
把自己伪装起来。加上“早更”的
疾病为她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打
击，她的脾气也自然变得暴躁不
安，“她表现出来的紧张、敏感、
情绪化，我们都可以理解为是把
自己脆弱的一面包裹起来。当秋
阳闯入她的生活，她也是带着一
种谨慎观察的眼神来看待的。”
不过，潘越透露，随着男女主角
的情感进一步发展，盛夏也将在
不经意中慢慢改变自己，“她接
下来会变得越来越可爱。”

张赫

《《下下一一站站，，别别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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