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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张翰、张钧甯主演
的《温暖的弦》正在湖南卫视热
播。对于演员的选择，导演黄天
仁近日表示：“太年轻的演员，凭
他们的人生经历可能没有办法
诠释这些角色。我们的每个演
员，在真正拍摄出来后，反而都
让自己角色的人生丰富了起来，
角色塑造得更加饱满，表现得都
很到位。”

剧中，张翰饰演的浅宇集团
总裁占南弦白手起家创造出属
于自己的商业版图。对于占南弦
这个角色，导演黄天仁认为，张
翰的形象很符合原著人设，但在
张翰的演绎下，更有普通人的样
子，更加有血有肉，“如果整个人
永远看起来都是这么高冷的话，
真的不像一个正常的人会做的
事情”。

剧中，占南弦的浅宇科技办
公大楼主打冷色调科技感设计，
占南弦的办公室更是简化到只
有办公桌、沙发、椅子寥寥几件
家具，独居的家中也是干净利落
的简约风格。这种极简的风格设
计，有观众提出了“不够生活化”
的质疑。对此，该剧的美术总监
解释，这些设计都是为了凸显占
南弦的人物性格——— 追求极致
简单

在黄天仁导演看来，这样的
设计最贴合占南弦本人，同时，
他也解释道，在占南弦为温暖准
备的家中，满满的都是充满生活
气息的温馨细节。 张达

近日，新版《倚天屠龙记》
曝光首轮剧照。由演员曾舜晞
饰演的张无忌引人关注。剧照
中的他一身素色造型，坚定地
凝视前方，虽然是少年面孔但
不乏沉稳气息，眼神中饱满的
情绪释放出针锋相对的紧张气
场，让人忍不住把目光聚焦在
他身上。

首次以张无忌造型亮相的
曾舜晞一改往日的阳光少年青
春气息，沉稳中不乏一代少侠
的江湖英气，也让网友们意外
感叹：“曾舜晞版的张无忌完全
没有偶像感！”

时隔九年后《倚天屠龙记》
再次被翻拍，导演蒋家骏大胆
起用多位90后演员，尤其是首
次在经典IP剧中担纲大男主的
曾舜晞，自开机以来一直备受
各界关注，曾舜晞也自觉机遇
与挑战并存。从1月底开机至
今，曾舜晞潜心投入拍摄、认真
打磨角色，所有档期优先为作
品拍摄让路。

据悉，该剧日后还将转景
银川进行拍摄，预计6月杀青，
制作投入超亿元。新版《倚天屠
龙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与观
众见面。 本报综合

学霸变学渣、剧情不浮夸

“高龄”言情剧玩出新花样

《归去来》导演：

“二代”留学生也有正能量
《温暖的弦》导演
回应角色争议

《上海女子图鉴》
异乡人上海“求爱”

都市职场励志剧《上海女
子图鉴》近日发布终极预告
片，袁文康在剧中塑造的上海
都市型男杨呈远形象也随之
曝光。

《上海女子图鉴》讲述的
是外地姑娘罗海燕（王真儿
饰）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上
海，立志成为上海那10%的人，
十多年间一路打拼的励志故
事。在此期间罗海燕遇到的工
作上的挑战和机遇、生活上的
诱惑和选择，让她快速成长，
而从职场小白到精英女性的
进阶中，袁文康饰演的杨呈远
便是她的第一重考验。

戏中的杨呈远是一位商
业教育的英语老师，不仅外表
帅气有型、有房有车，谈吐间
透露出的儒雅气质吸引了包
括罗海燕在内众多学生的喜
爱，不管是生活中还是爱情中
杨呈远都是一位优质良伴，是
众人口中的“好先生”。作为罗
海燕在上海“打怪升级”中遇
到的第一位感情对象，两人的
爱情戏份更加纯粹而富有情
趣。而终极预告片中，“上海人
终究要和上海人在一起”的台
词独白也给两人的感情归属
增加了悬念。 本报综合

新《倚天屠龙记》
“张无忌”无偶像感

由刘江执导，唐嫣、罗晋主演的电视剧《归去来》已于5月14日
在北京卫视开播。近日，该剧导演刘江接受媒体采访，并透露了

《归去来》台前幕后的不少故事。在他看来“青春”和“现实”两个元
素并不矛盾：“留学生只是一个载体和元素，真正要表达的主题仍
然是价值观的选择和这群人的成长。”

言情小说是目前荧屏上偶像言情剧集的主要来源，但近期播
出的几部言情剧“年龄偏大”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正在热
播的《忽而今夏》和《泡沫之夏》原著小说均出版于2006年，如何让
高龄的小说作品顺利跟当下的生活衔接，是该类影视作品改编时
的重点之一。近日，有媒体采访了康曦影业总裁何侯擇、《忽而今
夏》总制片人之一李峥和制片人之一吴志非，揭秘言情小说“落地”
的过程。

情节

加入“二次元”等设定

吴志非表示，原著小说的主
人公大多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
期和80年代初期，但考虑到如今
言情剧的主要观众是90后，所以
改编时把背景年代往后调整，以
90后为主角。考虑到这代人的性
格特点，就给女主角何洛（卜冠
今饰演）加入了爱幻想的性格，
还通过动画的呈现手法展现她
的幻想世界。男主角章远（白宇
饰演）大学时选择创业时的领域
被设定成游戏开发，也是时代特
点的体现。

虽然“高龄”言情小说改编
时要做出一些符合当下的改编，
但是小说最为重要的情感和人
物关系是必须保留的。何侯擇表
示，改编时首先要挖掘的就是原
著为什么会火，吸引读者的核心
情感点是什么，核心的人物命运
和人物关系一定要保留。比如在

《忽而今夏》中，最核心的人物关
系则是“异地恋”，市场上类似题
材不多，所以他们才选择这个来
拍剧。

角色

把富二代“拉下来”

“富二代”是言情题材作品
中经常出现的角色，这种设定刚
出来时吸引了不少观众，但时间
久了，观众也开始感到厌烦。何
侯擇表示，“家庭背景”是创作中

的基本设定之一，并不是所有采
用该设定的剧集都是在重复套
路，有时只是为了增加戏剧冲
突。考虑到观众对于富二代的审
美疲劳，在目前的创作中，会更
倾向于把富二代“拉下来”，比如
加入“讨厌原有生活、想要靠自
己成功”的设定，从而让更多观
众有认同感。

言情偶像剧这个类型刚刚
出现时，里面的主角经常是全知

全能的存在，家庭背景优越、相
貌出众、智商高，但这类“不食人
间烟火”的设定已经越来越难获
得观众的认可，剧作方也纷纷给
角色加入更能引起共鸣的设定。
在《忽而今夏》的原著中，男女主
角原本都是学霸，但影视化改编
时把女主角何洛设定成了“通过
努力完成逆袭的学渣”，李峥表
示，在现实生活中学霸的数量并
不多，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甚至

学渣，通过努力刻苦而实现的逆
袭更容易让观众有共鸣。

现象

跟风导致“悬浮剧”出现

近两年，也有不少小说改编
的言情剧走上了“悬浮剧”的道
路，场景华丽但远离现实生活，
主要角色衣着华丽，在职场和生
活中的状态都离真正的日常生
活比较远。何侯擇表示，偶像剧
也应该根植于现实，在拍摄前应
该深入生活本身进行采风和调
研。但是目前很多剧的创作时间
都比较短，留给主创人员调研的
时间有限，从而导致剧集出现一
些“悬浮”的剧情和场景。

跟风是悬浮剧出现的另一
个原因，一两部悬浮剧取得了不
错的收视和流量成绩之后，便会
产生一系列跟风者，这也是目前
影视创作中“唯数据论”导致的
结果，复制已有的成功题材是降
低风险的有效途径。何侯擇告诉
记者，以前韩剧是不少国内偶像
剧学习的对象，韩剧中诸如《来
自星星的你》，其实也有不少悬
浮的设定，比如把男主角设定成
外星人。在他看来，偶像剧本质
上是在造梦，作为一种艺术创
作，一定是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
实的，如何避免让观众产生悬浮
感则取决于具体的创作手法。但
相比于韩剧，国内不少偶像剧目
前还停留在追求表面华丽、浮夸
的剧情阶段。 王雪琦

初衷

希望倡导价值观“归来”

从《媳妇的美好时代》到
《咱们结婚吧》、《咱们相爱吧》，
导演刘江的作品一直以现实题
材剧见长，这一次，刘江把话题
从“都市情感”转向了“留学热
潮”，主人公人群是年轻的留学

生群体。
剧中有

两 条 故 事
线 ，分 别
是萧清、
书 澈 等
留学生间

的 爱 恨 纠
葛，以及父

辈间权商利
益的复杂牵
连。通过电
视 剧 激 发
观众对社
会 问 题
的 思
考，以
小 见
大，这

是导演刘江一直坚持的创作方
向。通过《归去来》设置的这样
一个“归来”的主题，他同样希
望外界对价值观的判断和选择
产生新的思考。“人应该做对自
己有利的事情还是说做真正对
的事情？人是不是应该做一个
有信仰的人？在巨大冲突下应
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剧情

讲述六位“二代”留学生

《归去来》围绕着六位分属
不同社会背景的留学生的生活
故事展开。剧中，唐嫣饰演的女
主人公萧清是一名法律系学
霸，父亲是检察官，而她自己作
为一名未来的法律从业者，在
还未走向社会之时，就不得不
面对法与情、正义与爱情的抉
择。对罗晋扮演的男主人公书
澈而言，作为市长的儿子，当他
的父亲出现问题，面对反腐之
刀即将砍到他们家的时候，他
必须做出选择。

刘江透露，在这个故事背
后，蕴藏着更加残酷的悲剧，但
恰恰是这种撕裂会给大家带来

一种思考。从这些年轻人身上，
刘江在《归去来》中希望表达出
的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价值
观，“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停留在
做老好人上，不要一味追求混
人缘、人情，要做一个有原则的
人，做一个讲究人。”

幕后

英语台词成了首要难关

剧中，唐嫣扮演的女主角
萧清，面对留学生活的不容易，
以及各种诱惑，始终保持理智
与清醒。《归去来》有大量戏份
都在美国实地拍摄，剧本中涉
及了不少英语台词，因此，英语
台词成了演员们必须“补课”的
重要内容，在开拍前两个月，演
员们就找了英语老师进行练
习。刘江回忆说，由于自己的英
文一般，在现场他需要看翻译
的脸色来衡量演员的英语台词
是否说得正确，“有时候连翻译
都没有听出来这句台词有问
题，唐嫣会自己主动说，导演这
个单词我发音没发好，再来一
遍吧。”

剧中饰演书澈的罗晋，在
英语上要面对的挑战更大，为
了贴合角色的要求，罗晋在片
场每天都请教美籍的工作人
员，让他们念自己的台词，他再
录音，然后自己一有空就拿出
来循环播放，不停地背，培养自
己的语感。 刘玮

秦秦俊俊杰杰在在《《泡泡沫沫之之夏夏》》中中饰饰演演欧欧辰辰

《《归归去去来来》》唐唐嫣嫣剧剧照照

袁袁文文康康剧剧中中被被封封““好好先先生生””

曾曾舜舜晞晞饰饰演演张张无无忌忌获获赞赞


	3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