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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晚，两部大剧同时开
播，《猎毒人》由于和伟主演，吴秀
波、徐峥等特别演出，《面具》集结
了祖峰、侯勇、梅婷等人，早几天播
出的《陪读妈妈》则由梅婷、许亚
军、胡先煦领衔。上述新作中，职
业、谍战、都市类型丰富，好似中年
实力派集体演出的舞台。虽然他
们的演技有保证，但是整体制作还
需要更用心，否则会惹来槽点。

《猎毒人》阵容强大
情节惹观众热议

于和伟演出过很多经典角色，
比如新《三国》中的刘备、《军师联
盟》中的曹操，于和伟在古装戏中，
将三国传奇中这两个形象反差极
大的人物都演绎得十分出彩，令人
记忆深刻。但就是这样的实力派
演员，新戏让人感觉有些尴尬。

在东方卫视首播的《猎毒人》
里，于和伟身兼主演和艺术总监，
饰演化学工程师吕云鹏，家人被突
然杀害，生活遭遇巨大变故。与此
同时，哥哥吕云飞（吴秀波 饰）卧
底贩毒集团内部多年，身份暴露。
因此，他决定孤身涉险，追寻事情
的真相。随着剧情发展，他的性
格、行事肯定会前后反差很大，他
一个人的表演能吸引一部分人追
剧。

虽然主演演技正常，但该剧人
物行为逻辑、情节转折引发观众热
议，“保护家属的专业人士水平如此
低？这专业素质⋯⋯”“感觉编剧是
闭门造车编出来的”“除了演员阵
容，别的环节都好弱”，还有观众希
望这些问题在后面能有所改善。

目前吴秀波只是出现在照片
中，观众纷纷呼唤“要看到真人”，
徐峥、王劲松等实力演员将以怎样
的面目登场，值得关注。

《陪读妈妈》有真情实感
亲子关系引观众共鸣

现实主义剧最重要的是“落
地”，从这个角度看，梅婷、许亚军、
胡先煦等主演的《陪读妈妈》算是
走对了路子。它关注的是低龄儿
童出国后选择陪读的家长，许多情
节值得思考。比如他们为何选择
陪读？割舍了哪些社会关系？陪
读妈妈组成的“互助会”又有哪些
故事？此外，孩子出国之后的变
化、如何处理和同学的关系，都是
观众好奇的地方。

针对两国教育方式的不同，母

亲与孩子之间的微妙变化都让人
有共鸣感，“明明李娜一直想尽办
法为了儿子丁一一好，丁一一却
说，这是在干涉他的人生，真是悲
剧了”“我妈最近追剧哭得稀里哗
啦，她跟我爸说，要不别让闺女走
了，在身边挺好的。我转身接了杯
水，不自觉流泪了”。

剧中，父母一代的教育观很有
现实意义，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家
庭。比如，罗盼父母开饺子馆，他
成绩好去了国外做交换生；丁一一
的父母分别是教授和公司总裁，他
一直叛逆，本身留学意愿不强，是
被强行送出国的。当这两个留学
生成为校园暴力事件的双方，在事
实真相不清楚之前，罗盼父母坚持
认为“我家孩子这么优秀，怎么可
能犯错，都是丁一一带坏了”，丁一
一父母就认为“孩子犯错要被退学
了，我要不计一切代价解决问题”，
这一段很真实。

此外，有不少观众指出，细节
有些过于粗糙，整部戏的拍摄环境
和造型让人跳戏，比如加拿大和中
国看起来没有时差，又比如家居环
境太假，剧组只顾及画面美感，却

忘记了人情味和烟火气，“现实中
的家哪有这么干净、丝毫不乱的，
都没有人住过的痕迹”。

《面具》一路高口碑
角色好评，服道化精致

由楼健、顾国良、谷石军执导，
祖峰、侯勇、梅婷领衔主演的谍战
剧《面具》7 月 6 日晚开播，该剧今
年 3 月曾在各地地方台开播，一路
收获超高口碑，网络评分高达 9.0，
让《面具》未播先热，让人倍感期
待。

大时代背景下众角色成谜，各
种 势 力 上 演 明 争 暗 斗 是 一 大 亮
点。剧中每个人物都掩藏在重重
面具之下，呈现出复杂而又神秘的
人格特征，可以说，故事会经历重
重反转，观众不看到最后一刻便不
会知晓各位主角的真实身份。

十年前的《潜伏》让演员祖峰
一战成名，十年之后，新角色李春
秋的扮相与“李涯”有些形似，这一
度让许多观众感到振奋，但祖峰用
一个扶眼镜的小动作对两个人物
做出区分，足见演员本身的功底。

剧中，李春秋是一个很接地气
的人物，在特工身份和普通人之间
不断挣扎，也遭遇着自己的中年危
机：如履薄冰执行残酷任务，面临
妻子姚兰的争执与不解，承受来自
同事丁战国（侯勇 饰）的怀疑与试
探。这种人物设定能使很多观众
在他身上找到代入感，用心体会角
色。

除了角色好评度高，服装、化
妆和道具所营造的年代感显得很
精致，只不过一大失误就在于祖峰
的配音出了问题，声音始终对不上
嘴形，这好比一块美玉上的瑕疵，
令人不能忽视。

即使演技有保证，
制作也不能拖后腿

今年刚刚过半，在电视剧的播
出比例上，现实题材剧占比很高，
被业界称为“现实题材年”。虽然，
这些作品收视都还过得去，却没有
口碑爆棚。

观众对好剧渴望已久，可是真
正的好作品要经得起考验，除了演
员，也一定要在剧本、表演、布景、

造型、拍摄、后期等各方面都很优
秀。如果创作者只是希望凭借人
气和演技都不错的演员撑场面、吸
引收视，而不在制作细节上多下功
夫，最后很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目
标。

在我看来，真正优秀的现实主
义作品一定是源于真实的生活，因
为真正能打动人的一定是生活本
身。真正的现实主义力作需要多
年磨剑，能够关照现实、关照当下、
切中老百姓内心、把握时代脉搏。

接下来，现实主义题材热潮将
会延续。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
心又一大剧《拼图》（刘涛、王雷 主
演）即将开播，展现有血性、有担
当、有理想的当代青年风采的《橙
红年代》（陈伟霆、马思纯 主演），
重磅剧《大江大河》（王凯、杨烁、董
子健 主演）和《创业时代》（黄轩
主演），以及黄晓明、殷桃携手的

《你迟到的许多年》，还有都市情感
大剧《爱情进化论》《天使之城》（吴
秀波 演）等具有精品卖相的佳作
值得期待。 曾俊

《面具》《猎毒人》《陪读妈妈》首播，观众热议

观众渴望的好剧
要演技也要制作

去年一整年，萧敬腾都以狮子合唱团的名义活动。
今年他终于回归个人身份，发行新专辑《欲望反光》，这也
是他时隔四年推出的个人国语专辑。狮子合唱团玩的是
清一色的硬核摇滚，但萧敬腾本人的专辑色彩就要丰富
许多，摇滚、抒情、电音甚至古典等多种元素都出现在这
张专辑里。此外，与林宥嘉和吴青峰的合作，也为这张专
辑增添了不少话题。

不过，听完整张专辑，却有种虎头蛇尾的感觉。专辑
用《皮囊》和《王妃2.0》两首华丽的摇滚作品开场。其中，

《皮囊》以摇滚为基底的音乐加入欧洲古典和声小音阶，
歌曲中段用一段爵士曲调做转折；萧敬腾还在这首歌中
挑战19度音域，技术含量满分。用这首极富戏剧性的作
品作为开篇，的确十分成功。《王妃2.0》是一首全新的歌，
由《王妃》的原班制作人马操刀，仍然是一首爽快的硬核
摇滚，洗脑程度跟《王妃》不相上下。唱片中让人印象深
刻的还有吴青峰包揽词曲的《全是爱》，这首中规中矩的
抒情摇滚，虽然编曲套路，但旋律确实流畅好听。

萧敬腾唱功了得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欲望反
光》却把太多心思放在炫技上。所以，在华丽开场之后，
这张专辑仿佛一下子泄了气，无论是抒情的《让我为你唱
情歌》还是电音的《欲望反光》，甚至是林宥嘉和萧敬腾合
唱的抒情慢歌《我有多么喜欢你》，听起来总是欠缺了一
些平衡感，到后面甚至让人昏昏欲睡。 胡广欣

萧敬腾《欲望反光》
回归个人身份

这两年口碑尴尬的 IP 剧似乎即
将迎来转机。最近，源自南派三叔小
说的季播剧《沙海》宣布定档，新《流星
花园》7 月 9 日开始接受观众检验，剧
版《风声》也等待播出。大投资的新作
品能否成功还原小说、比肩甚至超越
经典，拭目以待。

南派三叔新作
吴磊版吴邪引关注

由吴磊、秦昊、张萌、杨蓉等主演
的季播剧《沙海》，日前发布定档海报
和定档预告片，宣布 7 月 20 日上线播
出。定档海报中，吴磊、秦昊、张萌、杨
蓉等主演在一片荒漠中奋力奔跑，气
氛神秘莫测，引发观众的热烈猜想。

在一分多钟的定档预告片中，由
吴磊饰演的黎簇绝望的一则“遗言”串
起整条预告片，吴磊、秦昊、张萌、杨蓉
等主演悉数亮相。伴随着这条“遗
言”，场景在沙漠、挖掘现场、地宫、医
院等地方来回切换。吴磊饰演的黎

簇，在预告片中孤身一人在沙漠行走，
独自和沙海怪物搏斗。整体感觉悬疑
和神秘，让观众期待正片亮相。

《沙海》改编自南派三叔的小说，
剧情上属于《盗墓笔记》后传。对于书
中备受书迷喜爱的角色吴邪，之前李
易峰演绎的版本引起争议，秦昊想必
背负不小压力。总体上，此前南派三
叔的作品影视化虽然人气很高，但口
碑一般，不知这次状况能否有所改观。

剧版《风声》
赵立新出演反派

改编自麦家同名小说的谍战大剧
《风声》即将开播，7 月 6 日，片方曝光
了最新版预告。在这 1 分 52 秒的预
告片中，敌我双方对峙的心理紧张感
令人窒息，最后谁能死里逃生、真实身
份怎样逐一暴露等谜团悬念十足，情
节不断反转，不少人表示强烈期待。

预告片中，狠辣癫狂的反派龙川
肥原（赵立新 饰），尖锐与柔弱并存的

顾晓梦（徐璐 饰），意外卷入风波的李
宁玉（文咏珊 饰），亦正亦邪的吴志国

（杨祐宁 饰），高深莫测的金生火（张
志坚 饰）等主要角色一一亮相，在这
场你死我活的斗智斗勇中，他们会有
怎样的表现？

目前看来，赵立新的戏份尤其
多。在现实中，他是绝对的性格演员，
此次将赋予角色浓郁的个人色彩，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由于周迅、李冰冰、
黄晓明、张涵予等人主演的电影版堪
称经典，此次徐璐等年轻演员的表演
肯定会被拿来比较一番。

新《流星花园》
打怀旧牌管用吗？

今年注定是《流星花园》热闹的一
年：网站把老版重新翻出来精修播出，而
被热议了很久的新版《流星花园》将于下
周一首播，届时必定会掀起讨论热潮。

据说，当年由于条件所限，漫画里
的许多场景和结局都无法高度实现，
此次翻拍借助新技术的力量，剧组跨
越多国拍摄，还原度会做得更好。尽
管距离老版播出已过去17年，但考虑
到它在粉丝心中的美好回忆，新版必
定会大打怀旧牌，经典情节和台词都
将原汁原味地得到呈现，观众能否买
账，留待以后揭晓。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满脸都是
胶原蛋白的新演员能否成功走出“F4
和杉菜”经典形象的阴影，刮起一场

“青春风暴”，拭目以待。 曾俊

《沙海》《风声》新《流星花园》陆续播出

IP剧能否赢回口碑？

拥有35年历史、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
动画电影《天书奇谭》，7 日晚在上海举行电影交响音乐
会版全球首演，赢得现场近千名观众的掌声与喝彩。

在“2018上海夏季音乐节”上，这部动画电影一边放
映，一边由上海交响乐团根据改编的交响乐总谱现场伴
奏。在放映前，这部作品已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老一辈配
音艺术家重新配音，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对画面进行了
高清修复。

《天书奇谭》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脍炙人口的国产动画
大片之一，也是动画“中国学派”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
品诞生于 1983 年，改编自中国古代传奇小说《平妖传》，
讲述“袁公”和“蛋生”师徒智斗三只狐妖，并将“天书”逐
步传播到人间的故事。

《天书奇谭》导演之一、年近九旬的钱运达来到首演
现场。他回忆道，当时的创意就是希望把中国故事讲得
更加“奇、趣、美”，大家尽力做到了这一点，使作品广为流
传。

经过高清修复的《天书奇谭》，邀请到上译厂的老艺
术家重新配音，其中为“蛋生”配音的依然是著名配音演
员丁建华。虽然她已 65 岁，但对塑造这个小男孩的声
音，把握十分精准。丁建华说：“这一回我的精神和力度
更加饱满了。”

78 岁的著名配音演员曹雷在片中的角色也没有变，
她为口齿不太伶俐的“小皇帝”配音。她说，“配音是有秘
诀的，遇到这样的角色，不妨先含上半口水，再发声。”最
终，曹雷以丰富的配音经验，再度完美塑造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九旬高龄的老一辈配音演员兼导演
苏秀，也坚持为这部影片的重映配音。她虽然未能到现
场与观众交流，但老人兢兢业业再次录制了“老狐狸”形
象的配音新版本。

据上海交响乐团介绍，发起此次《天书奇谭》交响音
乐会版演出的初衷，是希望改革开放之初老一辈艺术家
的经典作品以及他们的创新理念，能代代相传。《天书奇
谭》的原版音乐，由已故作曲家吴应炬倾力创作、极富民
族特色，同时它也是一部可以转化为交响音乐会版的音
乐作品。因此上海交响乐团特邀青年作曲家沈逸文，对
仅存的三分之二总谱手稿进行再编曲、再创作，并由上交
重新排演、现场伴奏。当音乐与修复画面、新版配音等一
一对应，最终诞生了这一全新的《天书奇谭》交响音乐会
版。 新华社记者许晓青、黄扬

经典动画电影《天书奇谭》
交响音乐会版在上海首演

世界杯期间，外国球迷在看球之余购买了大量俄罗
斯经典文学作品。

塔斯社6日援引俄罗斯连锁书店莫斯科书屋负责人
娜杰日达·米哈伊洛娃的话说，世界杯期间来到俄罗斯的
外国游客对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兴趣浓厚，布尔加科夫、
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果戈里等作家的作
品最受欢迎。

米哈伊洛娃说，在众多经典作家中，布尔加科夫的作
品最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年 6 月其外文版作品销量较上
一个月上涨 30％。其中，《大师和玛格丽特》英文版最抢
手，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等语种同样受到喜爱。

此外，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白痴》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也有很好的销量。

俄旅游署统计显示，世界杯期间，俄罗斯 11 座赛事
承办城市目前共接待外国游客 290 万人次，其中赴圣彼
得堡游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20％，赴加里宁格勒和叶
卡捷琳堡的游客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0倍。

新华社莫斯科7月6日电

世界杯期间俄罗斯经
典文学作品销量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