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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逯佳琦

今年的国产剧市场，古装剧
持续低迷，现实题材剧反而一路
高歌。荧屏进入五月，又有几部
现实题材剧相继登陆卫视播出，
其中，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温暖的弦》自开播之初就颇受
关注。《温暖的弦》开播至今，虽
然剧情和原著略有偏差，但张钧
甯和“霸道总裁专业户”张翰却
意外靠演技撑起了整部戏。

改编是把“双刃剑”

电视剧《温暖的弦》根据网
络作家安宁的同名小说改编，由
演员张钧甯、张翰、张嘉倪、经超
等担纲主演，讲述了白手起家的
浅宇集团董事长占南弦（张翰
饰）与恋人温暖（张钧甯饰）十年
的爱情纠葛，该剧目前正在湖南
卫视热播。

近几年，把网络人气小说改
编成电视剧成为风尚，但改编原
著是一把双刃剑，有原著人气的
依托，这类电视剧总能未播先
热，但剧情设计与原著有偏差也
容易遭到原著粉们的口诛笔伐。
电视剧不像小说给观众留足了
想象的空间，前期伏笔埋得太过
就会显得剧情拖沓、埋得太浅又
会显得剧情平淡。在前几集剧情
中，《温暖的弦》用大量剧情去表
现了温暖对占南弦的各种排斥，
但是排斥的原因却迟迟没有交
代，让不少不明就里的观众埋怨

“剧情注水”。此外，在原著小说
中，占南弦因为爱而不得所以时

而“腹黑”时而忧郁，但剧中的张
翰不论是坚持健身或是“花式护
女友”都尽显“霸道总裁”气息，
男主角人设的改变也让不少原
著粉们忍不住直呼“想弃剧”。

剧情缺少“烟火气”

剧中，张翰饰演的占南弦
“霸道总裁”气质并不讨喜，但现
实题材剧流露着“贵族”气质也
一直是近几年国产剧普遍存在
的一个弊病。事实上，对于现实
题材剧，观众热衷讨论的并不是
这个剧的剧情够不够新颖，而是
够不够真实。

《温暖的弦》剧情发展至今，
除了讲述温暖与占南弦之间的
爱情纠葛外，占南弦创建的浅宇
集团面临的行业竞争也是该剧
的一大看点。但是，剧中无论是
豪华的浅宇集团大楼，还是温暖
所住的花园洋房，甚至连睡觉都
抹着发胶一身名牌睡衣傍身的
男主角，都透着一股“生人勿进”
的气场，有观众评论称：“《温暖
的弦》奢华程度堪称剧版《小时
代》”、“浅宇集团大楼比世界百
强企业大楼还气派”、“《温暖的
弦》中的精英圈是我一生都触碰
不到的”。

演员靠演技“救场”

尽管《温暖的弦》弥漫着纸
醉金迷的气息，但值得称赞的
是，这部剧并没有“霸道总裁爱
上我”式的“玛丽苏”剧情。剧中，
占南弦与温暖的情感纠葛始于
青春时期，那时候的占南弦并不

是董事长，温暖也不
是“灰姑娘”。尽管温
暖能用两个月的时间
在一个集团做到董事
长特别助理的位置，
被观众质疑是不是关
系户上位，但张钧甯
与张翰的演技也为剧
情上的小瑕疵挽回了
不少的口碑。

不少观众认识张
翰也是在湖南卫视，
当年的一部《一起来
看流星雨》让张翰
一炮而红，“霸道
总裁”也成了他
抹不去的一个
标签。如今，
张 翰 随 着

《 温 暖 的
弦》一起
回 归 湖

南卫视，演技也有了明显提高。
剧中，占南弦与温暖再次相逢的
瞬间以及爱而不得、默默流泪等
戏份，张翰的演绎都得到了观众
的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女主角张钧
甯的演技也获得不少好评，剧中

哭戏吃重的她，将哭戏哭出了不
同的层次，想起过去独自垂泪的
无奈和独自一人时崩溃大哭的
痛苦，她都能很好驾驭。在《温暖
的弦》开播前，张钧甯曾表示这
部戏让她从头哭到尾，接下来她
的表现也备受观众期待。

《温暖的弦》热播：

口碑不够眼泪来凑

新版《流星花园》女主角由因
《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一炮而红
的沈月担纲，日前宣布杀青，据了
解，连拍好几个月戏的她曾因体
力不支昏倒，拍戏拍到昏倒成了
新旧版《流星花园》女主角共同的
经历。

据报道，制作人柴智屏提及
这部作品中，“杉菜”的戏份贯穿
整部戏，因此演员基本上没有休
息时间，不管是17年前的徐熙媛，
还是现在的沈月都曾经在片场昏
倒。她还原17年前的状况，当时是
边拍边播，有次徐熙媛昏倒，电视
台紧急想出应对措施，终于顺利
渡过难关，还有一次是在播出前
1 个小时，播出带子才送到，千钧
一发非常惊险。

而新版《流星花园》虽然是整
部拍完过审后才播，但因为成本
太高，只要停工一天30万元投资
就没了，沈月一天也不敢松懈，结
果在除夕夜因为体力不支昏倒。
不过柴智屏说，沈月昏倒后醒来
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为自己耽误
拍摄进度向大家道歉。

新版《流星花园》由沈月、王
鹤棣、官鸿、梁靖康、吴希泽等新
演员担任主演，新版F4平均年龄
21岁，该剧还找来了徐熙娣、庾澄
庆等明星客串，阵容强大。 东森

新版《流星花园》
女主角拍戏累昏倒

林超贤执导的电影《红海
行动》，凭借高水准的制作获得
了超高的票房成绩和观众的好
口碑。近日，出品方博纳影业董
事长于冬在媒体前透露了最新
消息，《红海行动》将制作电视
剧版，揭开海军战士们在撤侨
行动前的故事。

根据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
透露，这部新电视剧将对电影
内容中的前史和没有展开的细
节进行展现，但目前电视剧的
主创阵容还处于保密中。在春
节档中，备受观众喜爱的《红海
行动》最终斩获36亿元人民币
票房，而影迷们对于海军战士
们的故事和军事主题也有着很
浓厚的兴趣，喜爱军事题材的
观众可以期待这部电视剧在未
来的制作情况。 据1905电影网

《红海行动》
将拍电视剧

《归去来》
王志文助阵飙演技

5月7日，《归去来》发布了
“奋斗版”预告片，宣布提档5月
14日登陆东方卫视和北京卫
视。现实主义题材剧《归去来》
由刘江执导，唐嫣、罗晋领衔主
演，王志文特别出演。该剧通过
关注留学生群体的成长蜕变以
及他们的社会背景，反映中国
当代新青年的精神面貌。

在预告片中，六位留学生
相继出现，他们虽同是留学生，
却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有
着相同或不同的价值观，每个
人都经历着成长、蜕变。

《归去来》探讨的不仅是青
年一代的理想与爱情，还关乎
老一辈的寄托与厚望。由王志
文扮演的“高官父亲”，与罗晋
上演的父子戏十分感人。此外，
史可、施京明、张凯丽、王姬等
老戏骨也倾情出演，剧中他们
的利益纠葛牵扯着年轻人的成
长与选择，成为该剧一大看点。

冬冬

5月6日，由韩栋领衔主演
的抗战传奇剧《硬骨头之绝地
归途》在山东卫视、湖北卫视
播出，该剧凭借跌宕起伏的剧
情走势与热血烧脑的风格受
到众网友的关注。剧中，韩栋
饰演的抗联侦查员文龙，集结
各方力量与敌军展开殊死搏
斗，堪称“中国版敢死队”。

韩栋饰演的侦查员文龙，
拥有强悍战斗力与缜密心思，
被称为“最难啃的硬骨头”。在

《硬骨头之绝地归途》中，韩栋
饰演的文龙需要进行多处伪
装，在造型上有所突破，大量
打戏颇具挑战，而韩栋的演技
到位，不论是冒充劳工之时的
怯懦眼神，还是寻找脱身之法
的锐利目光都能演绎得颇为
精准，他行云流水的打戏更是
实力吸睛，不论是近身搏击还
是空翻，动作飒爽利落。

黄秋桐

“中国版敢死队”
打戏抢眼

《幸福照相馆》：家长里短平淡温馨

隔记者 逯佳琦

近几年，随着流量明星的
演技频遭诟病，被老演员“包
场”的年代剧异军突起。近日，
由林永健、左小青主演的年代
情感剧《幸福照相馆》正式登陆
天津卫视和安徽卫视双台热
播，与其他年代剧动辄致敬时
代、缅怀岁月不同，《幸福照相
馆》着重表现了上世纪八十年
代一个小镇普通家庭两代人的
情感故事，剧情尽显“小而暖”。

家长里短引情感共鸣

与《我的 1997》、《激情燃烧
的岁月》等以小家庭暗喻大时
代的年代剧不同，《幸福照相
馆》描绘的就是普通家庭的故
事。该剧讲述了小镇照相馆的
经理苏万梁（林永健饰）发妻早
逝，独自将三个孩子抚养长大。
有手艺又为人正直的他很受镇
上众多单身女青年的青睐，但
最终却与外来寻亲的女人胡美
凤（左小青饰）产生感情，这部
剧围绕着苏万梁一家的家长里

短展开，剧情投射出当下普通
家庭的幸福缩影。

好的年代剧就是要让看剧
的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幸福照
相馆》中的黑白照片、广播喇
叭，甚至是家中的老式电灯等
道具，无一不透露着上世纪末
普通家庭的生活气息。剧中不
少场景也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写
照：苏万梁一家人安静地围坐
吃饭是万千家庭追求的团圆；
身为产科医生的苏万梁大女儿
代替产妇家属签字手术遭到停
职，在生命面前，是否要严格遵
循体制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观
众面前；苏万梁的大女婿为了
妻子复职四处送礼讲情也成了
当下都市小人物最现实的人情
往来。

尽管《幸福照相馆》的剧情
足够平淡温暖，但没有强烈的
戏剧冲突也为后续的剧情发展
留下隐患，而千篇一律的家长
里短也让剧情不可避免的与同
时代背景的年代剧产生重复，
这部剧在后期剧情中能否玩出
新意至关重要。

主角演技颠覆有水花

与其他年代剧相似之处在
于，《幸福照相馆》中也有不少
的“老戏骨”前来撑场。不论是
戏路多变的林永健、左小青，还
是凭借“特种兵系列”坐稳“硬
汉”形象的徐佳，都在剧中贡献
了不俗的演技。

近几年，林永健从央视春
晚中的反串笑星到《爸爸去哪
儿》中的好爸爸，荧屏形象发生
了不小的变化，逐渐改变了自
己喜剧演员的固有形象，此次，
林永健再次挑战暖心爸爸角
色，剧中的他不仅独自带大儿
女，还收获了美好爱情。林永健
用作品证明，不抖包袱扮丑的
自己一本正经起来也可以是个

“完美男人”。而女主角左小青
此次在剧中也挑战了年龄跨度
近 30 年的角色，从初见苏万梁
时的一身长裙娴静美好，到后
期成为单亲妈妈四处寻女的坚
毅隐忍，左小青饰演的胡美凤
在剧中的个人经历都能撑起一
部戏，演技也备受观众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特种兵》
系列中的“雷神”徐佳此次一改
刚硬的气质，变身市井小男人
吴海生，没有事业心没有婚姻
危机，在苏万梁家做着上门女
婿。尽管有观众质疑吴海生这
一角色平淡得有点多余，但也
从侧面验证了徐佳此次完全隐
去了自己“雷神”的形象，把吴
海生这一角色塑造得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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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翰翰演演技技进进步步

林林永永健健左左小小青青演演夫夫妻妻

新新版版““杉杉菜菜””沈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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