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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年代情感剧《爱情的
边疆》痴情动人的纯爱故事引发
了青年一代对于爱情的思考，同
时也让父母辈的观众直呼感同
身受。其中，王雷在剧中饰演的
万声凭借幽默开朗的性格和执
着认真的感情态度收获好评不
断。王雷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透
露，“角色创造方法里我比较喜
欢以语言入手，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快进入人物内心、融入剧本
的捷径”，当然，这也是一个“最
难的演法”。

角色不分大小

王雷在《爱情的边疆》中饰
演的男主角万声，出场便打破了
观众对他的一贯认知，在剧中他
既不再是帅气阳光的暖男，也让
观众忘了他曾经诠释的陕北汉
子形象，面对爱情他执着且坚
定，“耍宝”式的追爱模式成为剧
中一大看点。

不过，《爱情的边疆》其实是
一部“大女主”戏，对很多男演员
来说，可能会难以接受。对此，王
雷认为：“没有演员不想演主角。
对我而言，除了主角外，我更愿
意选择一个对我来讲有挑战的、
我能突破、能感动的角色。这要
比所谓的主角与配角的概念

对我来讲更重要。”
王雷表示：“行业里
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没有小角色，只
有小演员。角色
不分大小，主
要是看你有
没有欲望去
创 造 它 。而
且，还要看从
专业突破上
有 没 有 意
义 。如 果 这
两 点 都 符
合 ，那 么就
符合我去接
一个角色的

最基本要求。”

演戏不是生产流程

最让观众惊喜的是，《爱情
的边疆》里王雷不仅要用上海话
朗诵《海燕》，还要唱，满口上海
普通话更是活灵活现，很难相信
这出自一个大连人之口。其实，
外地人演上海人，很少有演员可
以入木三分，于是王雷去上海滑
稽戏剧团请了一位老师对自己
进行跟组指导，“我觉得是非常
有必要的。”外人都以为王雷跟
着老师只是学习上海方言，然而
王雷有更多想法，“其实我找到
这个老师不光是跟他学习上海
话，而且我平时在生活中也观察
他。包括他的为人处世，说话的
神态手势以及人物状态等，我都
在模仿”。

如今角色得到不少上海观
众的认同，王雷认为，辛苦“值
了”。“他们经常开玩笑说，王雷
你演戏，每次都选择了一个最难
的演法，也就是最花功夫最下心
血的一个演法。但是我觉得其实
艺术创作就应该是这样的，不然
就不叫艺术创作，那就变成一个
简单的生产流程。”

与此同时，王雷也强调：“其
实也不是每个戏都选择用方言
去演，还是要看这个戏合不合
适。地域性和时代感很强的戏，
选择用带有口音的演法演是最
合适的，但如果是都市感现代感
比较强的戏可能就不适合用方
言来演绎。”

莫斯其格

近日，《巴清传》出品方之
一的唐德影视召开了一年一
度的股东大会，有媒体记者就

“李晨补拍高云翔戏份的消
息”一事向唐德影视求证，唐
德方面向记者回应：“为了做
备选方案，我们做了技术测
试。”至于是否确认取消了高
云翔的戏份？唐德影视则表
示：“目前没有接到取消相关
戏份的通知。”

由高翊浚执导，范冰冰、
高云翔、郭品超、严屹宽、马
苏、张国立领衔主演的古装传
奇剧《巴清传》因男主角高云
翔在澳洲涉嫌性侵严重影响
了上档计划，造成了难以估量
的损失。5月中旬，有网友曝出
几张李晨和范冰冰一起拍摄

《巴清传》的剧照，李晨身穿戏
服出现在镜头中并与范冰冰
等主创人员合影，疑似救场代
替高云翔出演男主角。 小文

王源和欧阳娜娜主演的
电视剧《大主宰》，从筹备期、
确定主角到拍摄期间，都备受
关注，剧组近日放出男女主演
的定妆照。

17 岁的欧阳娜娜这次担
任女主角，饰演神女洛璃，拥
有强大的灵力，一路帮助男主
角牧尘成长。古装扮相近日曝
光，浅紫戏服衬托她的气质，
帅气挥剑的姿势满分。

王源饰演男主角牧尘，剧
方曾透露，因为他与角色牧尘
身上独特的少年气质十分吻
合，所以是不二人选，戏开拍2
个月，王源受访时曾坦言“最
难的地方是演感情戏，整个剧
组都知道，我演不了感情戏，
跟所有女生一演，靠近了50厘
米之内我绝对笑场。”

该剧改编自知名网络作
家天蚕土豆的同名网络小说，
被誉为东方版《哈利波特》。讲
述了北灵境牧域少主牧尘为
拯救苍生，苦修武学，在成长
过程中结识神女洛璃、不死鸟
九幽，与伙伴经历种种磨难，
将天邪神打败，终成为大主宰
的热血故事。 微安

山外青山《楼外楼》
浙商风云未曾休

近日，李少红导演的新
剧《大宋宫词》曝光了概念
海报，采用古典人物画与烫
金文字结合，沉稳大气。重
要的是平台方公布了该剧
的男女主角，分别由周渝民
和刘涛担任。

据了解，《大宋宫词》是
李少红导演的《大明宫词》
的姊妹篇。2000年播出的历
史剧《大明宫词》，在当时的
收视率和影响力绝对不输
今天的《琅琊榜》、《芈月
传》，同时捧红了陈红、周
迅、胡静、何琳等数位美女
演员，为无数观众所熟知和
喜爱。《大宋宫词》由张永琛
执笔编剧，改编自小说《女
君纪》，讲述了北宋章献皇
后刘娥从蜀地孤女成长为
王朝守护者的故事。

此消息一出，网友们也
是十分激动，纷纷表示期
待：“想看想看！”“期待涛姐
和仔仔！”

昆丁

《大宋宫词》主角曝光 王雷：用“最难的演法”塑造角色

李晨补拍《巴清传》
还未定论

王源接演《大主宰》
自曝演感情戏笑场

超人气动漫《棋魂》要开拍
真人版电视剧啦，而且要讲中
文！该消息一经播出引发了网
友热烈讨论。

《棋魂》讲述对围棋一窍不
通的六年级小学生进藤光，在
爷爷家的仓库找到了古老的棋
盘，意外唤醒平安时代的天才
棋士藤原佐为，从此踏入围棋
的世界，和同龄对手塔矢亮展
开宿命对决。据悉，“进藤光”将
由刘昊然饰演，“藤原佐为”则
由宋威龙出演。

此外，《棋魂》要拍真人版，
只要谈起选角话题，就有网友
表示：“找柯洁演就好啦！”原来
柯洁是职业9段棋手，自2014年
8月至2017年11月，一直保持世
界第一，后来被韩国选手超越，
现居世界第二，高超棋艺被网
友期待客串演出。 杨阳

《棋魂》要拍电视剧
网友呼唤柯洁客串

隔记者 逯佳琦

民以食为天，影视剧中融进
美食元素更显活色生香，如《白
鹿原》中的油泼面、《那年花开月
正圆》中的甑糕等都让观众印象
深刻。“西湖醋鱼东坡肉，莼鲈之
思楼外楼”，创立于1848年的楼
外楼以传统杭帮菜驰名全国，而
在美食之外，这家拥有170年历
史的百年老店亦是中国历史的
见证者，近日，聚焦楼外楼在乱
世中变迁的电视剧《楼外楼》在
央视一经播出就引发了观众的
热议。

剧情“撞脸”同类作品

《楼外楼》由张铎、秦海璐、
叶璇、金晶、奚美娟等实力派演
员主演，以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至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为背景，以
杭州著名餐馆楼外楼为原型，讲
述了洪氏兄弟在动荡的岁月里，
把“楼外楼”从一湖边小店经营
成名扬四海的传奇饭庄的故事，
体现了“自强不息，诚信经营”的
创业精神和中国人不屈不挠的
艰苦奋斗精神。《楼外楼》剧情发
展至今，尽管老戏骨精湛的演技
和剧情展示的浙商精神被不少
媒体点赞，但略显眼熟的剧情也
让该剧招致了不少质疑。

去年，由孙俪主演的讲述秦

商传奇的《那年花开月正圆》一
经播出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剧
中清末秦商吴家实际当家人周
莹自己的人生起伏、以吴家为代
表的秦商兴衰发展等都让观众
津津乐道，并且剧中出现的甑
糕、羊肉泡馍、扯面、臊子面等五
花八门的陕西美食也着实让观
众流了不少口水。如今，讲述浙
商传奇的《楼外楼》开播，依旧是
以不平凡岁月的商业斗争为故
事背景、依旧是靠美食点缀沉重
的剧情，也难怪有观众质疑《楼
外楼》是杭州版的《那年花开月
正圆》。

名菜名角西湖“斗艳”

虽然《楼外楼》的主体剧情
招致了不少观众的吐槽，但也丝
毫没抵消掉观众对剧中出现的
美食的向往。作为西湖边上的知
名菜馆，楼外楼中的美食名气在
外，剧中出现的不少菜肴也确实
是色香味俱全，大到声名远扬的
西湖醋鱼、东坡肉、宫廷名菜蝶
恋花，小到江浙地区传统早点葱
包烩、饭前甜羹西湖藕粉，都尽
显江浙特色。据悉，剧中的道具
菜都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楼外楼
大厨之手，剧组在拍摄过程中，
几位主演还曾“偷师”学菜。

随着该剧剧情的逐渐展开，
剧中人物也逐一亮相，不少观众

惊讶地发现原来这部剧中竟然
有那么多的“老戏骨”，其中，奚
美娟饰演的洪老夫人作为洪家
崛起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
剧中贡献了不少演技，而洪家的
同行对手叶家家长是旧版《还珠
格格》中尔康的父亲，此外，该剧
的男主角是曾经在电视剧《青年
医生》、《宝贝》等剧中有过精彩
表现的青年张铎，而女主角则由
金马奖、金紫荆奖的双料最佳女
主角秦海璐和曾获金像奖最佳
女配角的叶璇担任。

走心创作弥补剧情槽点

《楼外楼》播出后，“模仿《那
年花开月正圆》”是该剧最大的
槽点，甚至女主角秦海璐也
被拿来和孙俪作比较，但实
际上，《楼外楼》虽然也是
在悲惨境遇中崛起、靠女
人撑起一片天，但与《那
年花开月正圆》相比背
景内容只多不少，该剧
不仅仅讲述了诡谲残
酷的商业竞争，还用
不小的篇幅展现了
中国历史上的几段
不平凡岁月。

《楼外楼》剧
集播出至今，洪家
大少爷被陷害背
井离乡参加黄埔

军校，洪家大少奶奶嫁进门独守
空房，同行叶家对楼外楼虎视眈
眈，青帮、军阀时不时跳出来找
洪家麻烦，据悉，在接下来的剧
情中，楼外楼还将接受北伐战
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接连
洗礼……《楼外楼》尽管有槽点，
但繁复的剧情还是为该剧积攒
了不少口碑，这也从侧面反映了
影视作品“故事走心”的重要性。

王王雷雷耍耍宝宝追追爱爱

秦秦海海璐璐剧剧中中独独守守空空房房演演传传奇奇女女性性

刘刘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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