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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在美国波士
顿大学举行的 2018 届毕业
典礼上，著名导演张艺谋被
授予波士顿大学人文艺术荣
誉博士学位。

波士顿大学校长罗伯
特·布朗在毕业典礼上向约
7000 名应届毕业生及其家长
介绍了张艺谋的艺术生涯以
及他在电影、歌剧、芭蕾舞剧
和大型表演等多个艺术领域
的成就。他说，张艺谋的电影
作品“不仅透视了中国人和
中国文化，也是展现人类本
性和渴望的一扇窗口”。

布朗还着重称赞了张艺
谋对奥运会庆典所作的艺术
贡献。他说：“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以无与
伦比的美丽和壮观让世界为
之赞叹。在今年冬奥会交接
仪式上，你（张艺谋）又一次
光彩耀人。”

波士顿大学媒体部执行
主任科林·赖利表示，毕业生
们即将走出校园，开启职业
生涯。当此之际，学校会选择

“能对学生发挥榜样作用的
知名人士”作为荣誉学位授
予对象。据介绍，早在 2008
年 11 月，波士顿大学就宣布
决定在翌年毕业典礼上授予
张艺谋荣誉博士学位，但因
张艺谋未能参加 2009 年该
校毕业典礼，这一“授予”直
至今年才实现。 徐剑梅

张艺谋获
美国大学博士学位

《中餐厅》将开录
赵薇舒淇加盟

5 月 22 日下午，微博曝
出了《中餐厅》第二季的固定
MC 阵容，其中包括赵薇、苏
有朋、舒淇、王俊凯和白举
纲，其余还有不少大腕担任
飞行嘉宾。跟第一季节目相
比可以说是大换血了，只有
核心老板赵薇还在，其余黄
晓明、周冬雨、张亮、靳梦佳
都没有继续加盟第二季。

为此有媒体联系了王俊
凯、白举纲方面的工作人员，
但对方均未正面回应。而赵
薇方面未予否认，并表示以
官宣为主。媒体从知情人士
处获悉网曝阵容基本属实，

《中餐厅》第二季近期将在法
国开始进行录制。

《中餐厅》系 2017 年湖
南卫视推出的一档明星体验
真人秀节目，由 5 位明星嘉
宾组成青春合伙人，用 20 天
时间经营一家位于泰国象岛
的餐厅，并且每期都邀请嘉
宾以帮工身份出现，帮助合
伙人经营餐厅。由于主打慢
综艺，“美食+美景”贯穿其
中，而赵薇、黄晓明、周冬雨、
张亮和靳梦佳几位明星嘉宾
的互动相处自然真实又看点
十足，该节目去年一经播出
即大受欢迎。播出完毕后，就
有不少人期待下一季节目的
到来。 公莫舞

今年播出的古装剧
数量不多，但杨幂和赵
丽颖两朵小花主演的古
装“大女主”剧还是突破
重围上星播出。其中，
杨幂和阮经天合作的
《扶摇》一直是市场上
受关注的热剧，该剧
计划将于 6 月 20 日
在浙江卫视周播。

这部剧主要
讲述了孟扶摇为
收集五洲密令前
往苍穹，踏上了
五洲历险之路，
并与太子长孙无
极相识相爱的故
事。从《宫锁心玉》

《古剑奇谭》到后
来的《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杨

幂主演的古装剧总能引
发热潮。这次她的造型
既有娇艳妩媚的红衣，
又有霸气的一面，妆容
上充满了浓情蜜意，与
阮经天的感情戏也很有
看点。因为不在黄金档
播出，该剧想要获得高
收视颇有困难，就看能
引起多大的话题度了。

《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已经杀青，其
中，赵丽颖饰演的女主
角明兰，淡泊聪慧，在万
般打压之下依然自强自
立，从在家中备受冷落
欺凌，到成为影响家族
兴荣的人物。作为收视
保证，赵丽颖此次与素
有“处女座剧组”的正午

阳光班底合作更是锦
上添花。据悉，由
赵丽颖主演的另
一部剧《你和我
的倾城时光》尚
未播出就已经
盈利 1 . 6 亿元，
可见赵丽颖的
“吸金”能力同

样不容小觑。

在卫视黄金档中，
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新
剧就是谍战剧《脱身》，
该剧将于6月11日登陆
东方卫视。它以1949年

“归省计划”为背景，讲
述了乔智才、乔礼杰两
兄弟与黄俪文等人守护
家人、无私奉献，最终体
悟爱与真谛的故事。从
表演上说，时隔9年回归
荧屏的陈坤，此次一人
分饰两角，哥哥和弟弟
无论是扮相、人物性格，
还是行为举止都是两个
极端，他如何完成挑战，
将是一大亮点。此外，实
力派演员万茜也是作品
里的演技担当。

而由正午阳光出品
的《大江大河》仍在紧张
拍摄中。作为献礼改革
开放40周年的电视剧，
在先导预告中，该剧年
代感扑面而来，宋运辉

（王凯饰）历经报考大学

的悲欢，坚毅不屈；农村
改 革 者 雷 东 宝（ 杨 烁
饰）、个体户杨巡（董子
健饰）一一亮相，在变革
中浮沉。

其中，凭借电影《青
春派》出道的演员董子
健，在大银幕上佳作不
断，此次首次出演电视
剧，他与王凯、杨烁并列
为男主角，在剧中饰演
一位从个体户逐步成长
为拥有自己产业的商界
奇才，戏份颇为吃重。

国产剧今年以来整
体表现平淡，爆款尚未
出现。近期一大批名导
演、名演员、名编剧打造
的作品纷纷登场，被期
待能打破现状，结果也
未尽如人意。

年代剧《爱情的边
疆》更像是写给父母一
辈看的，似乎少了点年
轻观众缘，在社交网络
的话题度不高。

在观众群无法打破
圈层限制的还有《温暖
的弦》，它的收视和点击
量局限在明星演员的粉
丝群体和部分学生中。
从剧情上说，男女主角

相逢、相爱、错过、重逢
的故事，和之前的《一路
繁花相送》等剧并无太
多不同，只不过是角色
换了一个地方、一种身
份谈恋爱，感情的折腾
和虐心太多，而张翰的
戏路也并没有像他所说
的那样有多大的突破，
让观众审美有些疲劳。

此外，大剧《归去
来》在备受期待中开播，
目前所获得的收视与评
价和预期也有差距：节
奏慢，男女主角设定不
按套路出牌。它能否在
情感故事和价值观思考
上兼优，还待观察。不
过，王志文等老戏骨的
表演堪称出神入化，为
剧集加分不少。

现在做产品都爱讲
“垂直”、小圈子，但真正
的好作品都是能够穿越
圈层，在更为广泛的大
众层面上赢得认可的，
它既要有价值引领、社
会效应，又不能缺少艺
术性、精彩度。因此，我
们的电视人还需要多加
努力，对作品悉心打磨，
力争多出叫好又叫座的
精品。 曾俊

情感故事是永恒的
题材，接下来，还有不少
情感剧陆续上演，这些
剧在描述爱情的同时观
照现实，更受观众欢迎。

催泪大剧《回家的
路有多远》已在央视八
套开播。它讲述了为人
耿直善良的唐亚莉（闫
学晶饰）因一次意外入
狱，刑满释放后，与家人
重新团聚，用真诚和真
心弥补过错、收获幸福
的故事。这部剧的导演
是习辛，之前的作品无
论是《继父回家》，还是

《娘亲舅大》，皆无大咖，
低成本，但都聚焦情感
和人性，而且故事情节
跌宕、催人泪下，非常吸
引中老年观众。不久前
播出的《娘亲舅大》就取
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
所以，更加感人的《回家
的路有多远》有望成为
收视黑马。

已在安徽卫视
开播的《往前一步
是幸福》是一部积
压了好几年的旧
剧，它以“男大当
婚”为主题，讲述
了当代大龄男
女婚恋现状和
都市情感。观众
可以从剧中获
得感情上的启

发，但这样一部戏也必
定少不了许多套路。

张柏芝回归荧屏的
新剧《如果，爱》即将在
湖南卫视开播，这是她
10年后再有电视新剧亮
相，并担任制片人。此
次她饰演一位独立
女性，和吴建豪有
一段恋情。剧情
将探讨女性在
情感中所担负
的责任、独立
自主和自我提
升的价值。张
柏芝有演技，
她的表现会否
带来惊喜，我
们拭目以待。
本报综合

电影咖华丽转身 陈坤分饰两角受瞩目 古装“大女主”上新《扶摇》话题决定收视

情感对照现实受欢迎

张柏芝演技支撑《如果，爱》

近段时间，国产剧
整体收视率不尽如人意，

《归去来》《爱情的边疆》等大剧
相继播出，都与预期有落差。接下
来从6月份开始，一批新剧即将登场
或走在准备登场的路上，谍战悬疑、
经典IP、都市家庭、情感现实等类型
丰富多样，不乏备受期待的热剧。
还有一些电影咖回归荧屏的

作品等待检验，谁将成为
爆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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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导名演员
不如好口碑

陈陈坤坤《《脱脱身身》》中中分分饰饰两两角角挑挑战战大大

杨杨幂幂在在《《扶扶摇摇》》中中戏戏份份吃吃重重

张张柏柏芝芝新新剧剧即即将将播播出出

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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