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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90周年前夕，群星闪耀的
“建国三部曲”系列终章——《建军
大业》激情上映。

这部由香港著名商业片导演
刘伟强执导的《建军大业》，突破了
主旋律题材影片的传统印象，抛弃
了长画卷似的叙事模式，整个故事
节奏紧凑 ，线路清晰 ，电影感十
足。影片更以大量容易激发情感
共鸣的细节，张弛有度地展现了历
史进程的焦点、战争场面的激点，
以及英雄故事的泪点，让观众有了

“我与历史从未如此接近”的体验
感。与“建国三部曲”前两部相比，
综合了诸多现代商业电影元素的

《建军大业》无疑已经取得了成功。
《建军大业》上映 5 天，票房已

过 2 亿，主旋律影片有这样的表现
可谓不俗。可是，相较同时间上映
的同题材影片《战狼 2》，近 5 倍的
票房差距，《建军大业》已然落败。
这难道是因为“既生瑜何生亮”的

“生不逢时”吗？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英雄的故事、英雄的形象和英雄的
精神早已深深刻画在观众的脑海
中，再多的流量“小鲜肉”也无法满
足广大观众对军人这一英雄形象

的期盼。这恐怕才是《建军大业》
完败于《战狼2》的主要原因。

其实，早在影片上映的数月
前，《建军大业》就因大量启用“小
鲜肉”演员而饱受质疑。有网友宣
称，“有些人看着就觉得革命不会
成功”。而且，叶挺将军的孙子、导
演叶大鹰更是炮轰《建军大业》的
选角是对历史的过度娱乐化。

人物，是观众产生共鸣的关
键。毕竟这些历史题材主旋律影
片的英雄人物是要由演员们演绎
出来，因此对演员的选择尤其重
要。这是对英雄的尊重，也是对历
史的尊重。这种尊重要求演员不
仅要年龄、外形、举止和服饰相似，
最重要的是对人物的英雄精神进
行准确表达。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马
维干曾说：“军事电影要塑造有血
性 、有担当 、勇猛过人的英雄形
象。”这样的英雄形象难道是如温
润如玉的马天宇（饰演林彪）始终
上扬着嘴角，在炮火纷飞的战场展
示一下站军姿、持枪奔袭、跨越障
碍、匍匐前进等简单速成的军事化
动作就能演绎的吗？是如痞气环
绕的欧豪（饰演叶挺）在带领起义

军攻打城门时，像个街头古惑仔一
样，捋发、蹦跳、怒吼、耍酷就能展
现的吗？还是如他俩为保持帅气
潇洒的发型几乎不戴军帽的造型
就能体现的呢？

“军装不是演出服”！“娱乐至
死”的英雄，观众不要！

军人的英雄形象是什么样？
无需远观，就在前天，在意为勇气
和胆量的朱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以一场气势磅礴的沙场阅兵震撼
了世人。这些沙场上的年轻军人，
以崇高、壮美的美学风格，展现了
国家与民族的精神，也体现了革命
英雄的不屈意志与气节。这份铁
血气质与精神风貌不是天生的，而
是在金戈铁马的硝烟中熏陶出来
的。

长期以来，国内外军事战争题
材影视剧作中的英雄，无一不是深
深烙刻着硬汉的形象，市场流行的
委 婉 气 质 在 这 里 只 会 被 无 情 撕
裂。观众心目中的英雄，就是个硬
汉，可以线条粗糙，可以眼含柔情，
但是绝没那么俊美细腻。不靠脸，
而是靠担当的英雄，才更容易受观
众欢迎。反观《战狼 2》的成功，很
大程度上就在于既是导演又是演

员的吴京的硬汉演绎。他曾经也
是稚嫩青涩的年轻演员，但是，经
过长期的魔鬼军事演练和硬汉形
象塑造，他已经集聚了足够的军人
气质和英雄风貌。

不过，正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副局长张宏森为“小鲜肉”站台时
所说：“一个没有青年的事业是没
有前途的事业，中国电影不可能不
给青年人留出上位空间。”可是，

“小鲜肉”何以挑起军旅主旋律的
大梁？

《建军大业》中，大多数“小鲜
肉”确实以自己最大的真诚和热血
投入影片的表演。给人印象最深
的是粟裕的扮演者刘昊然。南昌
起义时，粟裕 19 岁，影片拍摄时刘
昊然同样是19岁。在与林彪（马天
宇饰）站岗的那场戏，短短几句话
的时间，刘昊然表现了新兵的青
葱、生涩；到了与伪装的敌军对峙
时，尽管十分紧张，他仍旧冷静、果
断地解决了危机；再到他攻上城
门，英勇地挥刀飞跃斩杀敌人⋯⋯
他对点滴细节的刻画，无一不交相
辉映地把革命先辈的成长过程演
绎得立体而丰满。这样的表现终
于让人们欣慰地看到，穿上军装的

“小鲜肉”，不仅有颜值，还有担当，
帅气中彰显着勇气，终于可以像个
顶天立地的中国军人。

由此可见，“小鲜肉”不是不能
演好革命军人、展示英雄形象。最
关键的是要怀着敬重和敬畏的心
去揣摩英雄的动作、神态、语气和
眼神，尽力用汗水、热血和信念，去
贴近军人角色，传递他们坚守信
仰、铸牢军魂的英雄精神。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参与
军旅主旋律题材的“小鲜肉”，成功
的关键在于将重点放在英雄的养
成方面。在《战狼 2》中，扮演富二
代的张翰从耍帅扮酷的熊孩子，在
经历了血与火后成长为敢于担当、
勇于牺牲的男子汉。这类“成长
式”的英雄角色类型，使“小鲜肉”
演员可以在坚守爱国主义与英雄
主义内核的同时，不断地成熟和超
越，也使人物角色的英雄形象更加
有血有肉。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主旋律影
片中，看到的不止是意气风发、蓬
勃向上的燃情热血青年，更希望他
们能塑造出凝铸着“有灵魂、有本
事、有血性、有品德”的英雄形象。

车玉

军装“小鲜肉”的落败，
不止是遇上了“狼”

暑期已经过半，综艺市场多档
新的电视综艺和网络综艺均已跟
观众见面。其中，网综的关注度和
话题量表现十分突出，多档节目跻
身播放量“十亿俱乐部”，吸引大批
观众持续收看及热议。相对而言，
电视综艺表现平平，除了少数作
品，有的被寄予厚望的“综 N 代”收
视成绩不如前作。为什么网络综
艺能在这个暑期档突围？节目内
容的多样性和给观众带来新鲜感，
或许是它们的突围利器。

多档选秀类网综以
“另类”走红

今年，暑期多档选秀类综艺走
红。其中，《2017 快乐男声》《中国
有嘻哈》等节目播放量均已突破十
亿次，跻身“爆款”之列。在话题量
上，两档节目也十分抢眼。

谈到对今年选秀节目的印象，
有观众认为，《2017 快乐男声》显
得相对另类，这里不以唱功论英
雄，也不用靠“说出你的故事”来博
眼球，选手在节目录制的“营区”里
自由自在，甚至可以在比赛间隙随
意“睡觉”。

看似没有波澜的节目却造出
了多个当红选秀新星，赵英博、尹
毓恪、黄榕生、养鸡、魏巡、王南钧
等多位选手在网上都斩获了超高
人气。而且，今年“快男”的“音乐
召唤师”阵容也出人意料，李健、罗
志祥和陈粒搭配，没有所谓的“流
量担当”来拉点击率，但这三位召
唤师也召唤出了存在感，加上台下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挑食少女团”，
给节目提供了不少火花。而且，节
目的赛制也经常在变，对观众来
说，跟以往不一样的选拔方式“变
化多端，虽然一开始有点不适应，
但确实挺新奇”。

说到另类和新奇，有观众认为
《中国有嘻哈》聚焦的说唱“让我突
然了解了这个音乐类型和这批音

乐 人 ”。《中 国 有 嘻 哈》带 火 了
“freestyle”这个词，近期还让“我
觉得 OK”等成为大众使用频率极
高的表情包，也让大众开始接受

“说唱音乐”及其主张的文化和生
活态度。最近，连其他音乐节目都
来蹭 freestyle 的热度，让人会心
一笑。

其实，以说唱、街舞、涂鸦、DJ
打碟、服饰为标志的嘻哈文化，在
欧美和日韩已经成为一种街头时
尚。这种潮流表现在《中国有嘻
哈》节目中，就是大 T 恤、棒球帽、
金链等元素，而他们表达“随性”

“ 自我 ”的方式就是直接表明态
度。对很多不了解说唱的观众而
言，节目不仅可以跟“有趣”挂钩，
还能了解说唱文化。

电视“综N代”难成爆款
相对于网络综艺的异军突起，

暑期档播出的电视综艺的关注度
似乎不尽如人意。近日收官的《七
十二层奇楼》、正在播出的《来吧兄
弟》等虽然都有不少明星嘉宾加
盟，但都未能成为“爆款”。

事先被观众寄予厚望的若干
“综 N 代”，关注度也呈现下滑之

势。《极限挑战 3》《我们相爱吧 3》
《花儿与少年3》等的收视表现均达
不到观众的期待。记者获悉，接下
来还有“综 N 代”作品跟观众见面，
如湖南卫视将推出最新一季的《我
们来了》。据悉，在新一季节目中，
汪涵将第三次加盟节目担任“全能
队长”。嘉宾方面，关之琳、蒋欣、
宋茜、唐艺昕等将和素人嘉宾一
起，感受更多别样的中华文明之
美。

值得一提的是，模式新颖的
《中餐厅》播出后受到观众热评。
《中餐厅》第二期延续首播热度，
收视率继续稳居榜首。节目中，
中餐厅正式开始营业，黄晓明除
继续和赵薇互呛不断、欢乐不断，
还大秀英文揽客、服务客人。与
此同时，张亮的厨艺、赵薇的“同
款”都在网络蹿红，有网友认为节
目“真实好看”，“挺好玩的，可能
嘉宾之间太熟悉，所以大家没有
隔阂，都很放得开”。还有网友开
玩笑说，看了《中餐厅》“按捺不住
一颗当大厨的心”，跟着节目学做
菜，“说好看真人秀，怎么就变成
了看美食节目”？

莫斯其格 林芳

多样性新鲜感成突围利器

多档网综跻身播放量“十亿俱乐部”

暑期档网剧正盛，一不小心就被
天下霸唱的IP剧刷了屏，《鬼吹灯之
牧野诡事》《河神》《鬼吹灯之黄皮子
坟》三部网剧接连登陆网络视频平
台。三部作品开播后口碑各异：缺乏
明星加持的《河神》带来惊喜，王大
陆、金晨参演的《鬼吹灯之牧野诡事》
口碑不佳，阮经天、徐璐主演的《鬼吹
灯之黄皮子坟》则中规中矩。

【开播测评】
《河神》：带来惊喜
豆瓣评分：7.9分

《河神》是部标准的悬疑探案
剧，讲述民国时期天津卫捞尸队的
故事。虽然没有大牌演员参演，但
胜在情节扣人心弦。

《河神》以“拜河大典”上发现
漕运商会会长丁义秋的尸体为始，
正式揭开故事序幕。为查清父亲
死因，漕运商会少东丁卯加入警察
队伍并投在“老河神”门下，与“小
河神”郭得友成为同门师兄弟⋯⋯

《河神》的叙事以“科学+悬疑”
双线索模式展开。所有的案件线
索均能够从小河神与丁卯处得到
双重验证。比如丁义秋的死因，郭
得友通过“点烟辨冤”发现死者临
死前吸入过海藻，而丁卯则采用法
医解剖的方法得出同样结论。

《河神》的场景调度颇有电影的
质感。“拜河大典”的祭祀场景体现
出全剧的审美基调，镜头由远及近，
码头之上，神婆领着戴面具的众人
跳着鬼步舞，神秘的氛围得到极佳
的烘托；水下的漂子（死尸）连同水
中的玄武石像，结合小河神的水中
英姿，一个光怪陆离、带着些微恐怖
色彩的水底世界呈现在观众眼前。

《河神》对原著的改编幅度较
大，但由于故事紧凑，画面优质，帮这
部剧增加了不少好感。与 2.7 分的

《牧野诡事》相比，《河神》堪称业界良
心，该剧热播也顺势带火了去年在

《法医秦明》中给张若昀打下手的李
现以及去年在《老九门》中给陈伟霆
打下手的“张副官”张铭恩。

《鬼吹灯之牧野诡事》：
槽点满满
豆瓣评分：2.7分

《鬼吹灯之牧野诡事》小说来
自天下霸唱在某媒体上连载的一
个专栏，专门揭秘《鬼吹灯》系列中
观众感兴趣的疑点，算是《鬼吹灯》
系列的阅读攻略或背景资料。网
剧版讲述胡八一、大金牙等主线人
物的后代们的故事。

《鬼吹灯之牧野诡事》由王大
陆、金晨、王栎鑫等人气偶像主演，
开播之前颇受期待，开播之后却引

来众多批评声。有网友质疑道：乱
七八糟的剧情、夜店风的造型，动
漫、奇幻、无厘头元素一锅乱炖，

“这货也敢冠以‘鬼吹灯’之名”？
《鬼吹灯之黄皮子坟》:
中规中矩
豆瓣评分：5.8分
因为管虎执导、阮经天主演，

外界对《鬼吹灯之黄皮子坟》有着
很高的期待值。但从开播后的口
碑来看，该剧只能算中规中矩。

《黄皮子坟》沿袭的依然是“盗
墓题材”的套路，即“智勇大冲关+

密室逃脱”模式：胡八一与发小王
凯旋在东北插队时结识了画眉、丁
思甜和燕子。他们为抓黄皮子而
进入黄皮子坟，结果闯入俗称“阎
王殿”的百眼窟，之后还发现了日
本“给水部队”的遗迹。剧情进展
非常紧凑，故事展开脉络清晰，在
画面处理上也颇具质感。

惹来观众吐槽的是这部剧的
选角。虽然阮经天的演技在线，但
台湾腔太重，让人出戏。不过，阮
经天也尝试过自圆其说：“在表演
时最希望能传递出胡八一身上的

热情，原著中胡八一的祖上是福建
人，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口音的
问题。”不过，观众把阮经天与陈
坤、靳东版“胡八一”进行对比之
后，依然不买账。

【原因分析】
版权早卖了，作者不参与
作为中国盗墓题材小说的领军

人物，南派三叔和天下霸唱常被人
拿来作比较。南派三叔把《盗墓笔
记》的版权都牢牢攥在手里，给电影
版《盗墓笔记》当编剧，为《老九门》
当监制，接着制作了综艺节目《七十
二层奇楼》，之后还有《沙海》《藏海
花》《盗墓笔记之云顶天宫》陆续接
上，一心打造“盗墓王国”。

与南派三叔不同，天下霸唱没
有成立公司，而是把版权交给代理
机构，希望出版方将IP卖给靠谱的
人。《鬼吹灯》系列第一部分四本被
卖给中影，第二部分四本被卖给万
达影视。作为向上影业的股东兼
首席内容官，天下霸唱很少抛头露
面，埋头在工作室写作。目前，天
下霸唱每年能写 10 部左右小说，
近年较出名的是《贼猫》《摸金玦》
和《河神》。据悉，天下霸唱还有十
余部作品将改编成影视作品。

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参与改编自
《鬼吹灯》的网剧项目，天下霸唱乐
得清闲：“我巴不得不参与，因为我
也参与不过来。万一不好，我就跟
大伙儿一块儿骂呗，万一好，我就跟
大伙儿一块儿鼓掌。当一个普通观
众是最轻松的。要知道上台终有下
台时，唱戏哪有看戏好？唱砸了还
有观众向你扔香蕉呢。”龚卫锋

天下霸唱三部IP改编剧暑期档接连播出

没想到，卡司最弱的《河神》拔了头筹

许久没亮相的学者易中天，此次现身是为了他编剧
的话剧处女作《模范监狱》。他直言并不靠写话剧赚钱，

“有戏才有意思，有意思比有意义更重要。”
该剧背景在1936年秋，国民党当局为安内攘外而提

倡的"新生活运动"已推行两年半。为了展现运动成果，
国民政府决定评选模范监狱以供友邦记者团考察，并派
出特派员前往指导工作，长江边某市监狱成为选点之
一。监狱负责人闻讯，紧急组织犯人强化训练，争取获
评，以谋封赏。岂料不堪教化的“学员”粉墨登场之后洋
相百出，监狱里贪赃枉法的腐败现象反倒逐渐暴露出
来。更让人不解的，是接连来了三个特派员。他们有真
有假，还有人身份暧昧，来路不明，形迹可疑。于是，歌声
之后枪声响起，血案之后冤案发生。两小时内，矛盾重
重，悬念不断，险象环生。不同立场和利益的各方如何斗
智斗勇？先后陷入困境的人如何反败为胜？急于邀功请
赏的犯人怎样展现人性的善恶两面？维护前清腐败恶俗
的看守长怎样使出浑身解数？深陷其中又良心发现的典
狱长该何去何从？

在 7 月 30 日的探班上，易中天依然是快人快语的风
格，“这是一部2小时的独幕戏剧，各个事件环环相扣，一
浪推一浪，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场景，非常有意思。”

对于自己的舞台处女作，他表示：“没想过会写戏，我
也不靠写话剧赚钱。但是写了就得有戏，有戏才有意思，
有意思比有意义更重要。只要诸位觉得《模范监狱》真有
戏，我就心满意足了。”

该剧出品人吕冰表示，易中天写话剧纯属偶然，“这
两年我一直在找中意的剧本，之前也有打算把易先生的

《文火慢熬》《高高的树上》两部中篇小说排成话剧，并请
来编剧将之改编成剧本，但结果我和易先生都不中意。
直到有一天，在火车上，易先生从广播里听到一则关于当
代虚假慈善捐款的新闻，于是灵感来了，决定亲自动笔创
作一个剧本。所以才有了《模范监狱》。”

该剧导演是北京人艺的两位年轻艺术家——韩清、
杨佳音，后者在戏中身兼导演和男主角。主创和主演大
部分来自北京人艺，都是极具实力的中生代演员，他们力
求用最专业的表演给观众惊喜。 应妮

采用北京人艺班底

易中天首担话剧编剧

目前男团SWIN的全新数字EP《ep1》已经上线，凭借
精良的制作和演绎，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席卷各大音乐榜单。

此次发布的《ep1》是 SWIN 成立以来的首张全员音
乐EP，共包含《告别少年》《发光的星体》《和你去海边》三
支单曲。两年的高强度训练令SWIN积攒了不可估量的
实力，加上金牌制作团队的保驾护航，这张 EP 呈现出的
用心和精良程度非比寻常，一经推出，就令一直苦等的歌
迷大呼过瘾。

《ep1》更在各大榜单上拔得头筹，上线第一天霸榜
首发音乐平台。当晚《ep1》话题“SWIN 告别少年”占据
微博热门话题前三，“SWIN 首专”“SWIN 回归”均进入
微博音乐榜前五。其中，《告别少年》融入了 SWIN 出道
以来的心路感悟，对过去的不舍和对成长的期盼引发乐
迷极大共鸣，在微博音乐榜列 TOP1，QQ 音乐巅峰人气
榜列 TOP2，网易云音乐飙升榜 TOP10，亚洲新歌榜
TOP5，转发分享无数。

同时，为配合专辑宣传专门拍摄时尚大片，SWIN删繁就
简地以白T恤、素颜出镜，纯然的状态呈现出青春本来面貌。

然而，“静如处子”的 SWIN 成员们欢脱起来也画风
清奇。EP 中的夏日进击曲《和你去看海》在 SWIN 官方
微博上曝光了原创“跳绳舞”练习室版，SWIN 成员秒变
尬舞小能手，魔性的舞姿让人忍不住刷了一遍又一遍，播
放量已经突破20万。 中新

原创“跳绳舞”曝光

男团SWIN受追捧

音乐悬疑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 第二季
将于 8 月底周日档再度回归江苏卫视，同时在优酷独
播。节目启动发布会在嘉兴举行，资深猜评团成员陶晶
莹、巫启贤、大张伟、Ella悉数亮相。

去年，正是在录制《蒙面唱将猜猜猜》时，Ella 怀孕，
今年 4 月产下儿子劲宝。坐月子的时候她就没闲着，甚
至因为感觉太热，所以偷偷冲了几次冷水澡⋯⋯

三个月后，她回归了新一季《蒙面唱将猜猜猜》，甚至
开玩笑表示：“我猜接下来会有想怀孕的明星来参加。”因
为是在录制节目时得子，所以 Ella 声称要送儿子一个小
面具！

这一季猜评团迎来了重大升级，九位成员每期都有
新面孔，还特别加入一位神秘大咖成为“飞行猜评员”。
飞行猜评员将以蒙面歌手身份上台演唱，猜评员们先对
其身份进行猜测，揭面后加入猜评团，类似去年的“吃瓜
群众代表”那英。据节目组透露，首期节目的飞行猜评员
就是一位歌影双栖艺人，身份疑似“万千少女的梦”，他的
出现恐将给老成员们造成“严重威胁”。

而面对新成员的加入，大张伟很不客气地开玩笑说：
“排挤他们！”

节目组还透露，今年的蒙面舞台上，确有唱功不俗的
演员跨界加盟，其中包括曾经的偶像剧男神。被演戏耽
误歌唱事业的影帝黄渤、一曲《那就这样吧》唱苏无数少
女心的张一山、歌手出身的人气小生李易峰都有可能出
现在蒙面的舞台上。去年节目播出后，代表一代人青春
回忆的胡歌呼声极高，如今从美国游学归来的他是否会
登上蒙面的舞台，更是引发猜测无数。

反正陶晶莹不止一次在发布会上呼喊“吴秀波”的名字，
希望他能来唱歌。而大张伟最想看到的是——郭德纲⋯⋯

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大优酷事业群总裁杨伟东表
示：“《蒙面唱将猜猜猜》作为热播的头部音乐综艺，新一
季将继续传承对于音乐不追求浮躁与热闹、只求给音乐
最原始的声音的制作态度。” 蔡庆中

Ella回归“蒙面唱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