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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以下简称《那年花开》）近来不断占据我们的朋友圈，
有人在吴聘（何润东 饰）死后舍不得他下线，哭着喊着要送医保卡给他；有人眼看着
周莹（孙俪 饰）被众人欺负、冤枉表示心疼，直呼太虐看不下去了，还嚷着要给导演、
编剧寄刀片；更有人面对接下来沈星移（陈晓 饰）和周莹的虐恋表示期待⋯⋯但小编
今天要和大家唠一唠这部戏里浑身是戏的老戏骨们。尤其是有刘佩琦、张晨光、谢君
豪等一批老戏骨的加入，让这部戏更添可看度，也难怪有观众表示：“该剧配角阵容也
很强大，此剧不红天理不容。”

配角阵容很强大

《那年花开月正圆》里的老戏骨们

老 戏 骨 刘 佩 琦 此 次 在
《那年花开》中饰演周莹的爹
周老四，这是一个说学逗唱
样样精通的“走江湖”艺人，
是一个玩世不恭、特别擅长
抖机灵的人。剧中，周老四
时而醉成一摊烂泥，时而被
追赌债的人逼得像个闯了祸
的小孩子，让观众不得不替
周莹委屈，摊上这样的爹也
是倒霉。然而，平常看起来
荒唐糊涂的他实则是一个父
爱爆表的人，他可以为了周
莹毅然舍弃“酒和远方”。

周老四是个崇尚自由的

老顽童，也是一个心思细腻，
对女儿温情满满的老爹，这些
都被刘佩琦演得活灵活现，又
贡献了一次教科书般演技。
比如，当周老四得知胡咏梅离
间周莹与吴家关系的时候，他
去大闹古月药材行，在几个小
厮面前张牙舞爪了一番，最终
还是被人家给抬着扔了出去，
之后他喊着一群小叫花子骂
胡咏梅的时候，让人忍不住捧
腹。再比如，周莹在吴聘死后
迟迟不肯承认现实，沉浸在悲
痛中时，哲学家加慈父周老四
上线，他又是告诉周莹人终有

一死，又是讲“相聚时尽情享
乐，分开时各自珍重”这样的
话来为她宽心，一番语重心长
的话配上刘佩琦到位的表情，
这个画面已经被很多人截屏
成了经典。可见，刘佩琦被观
众称为“黄金戏骨级男神”也
不是空穴而来。

周老四刘佩琦——贡献教科书般演技

剧中饰演吴聘老爹吴蔚
文的是老戏骨张晨光，这个吴
家大家长久经商战，不怒自
威，正直勤勉，深谋远虑，张晨
光演起来毫不费力。比如，得
知周莹有孕在身的那一刻，吴
蔚文在自家院子里又哭又笑，
悲喜交织，真的是一个人撑起
了一场戏。难怪观众表示“演
技 飚 上 天 了 ”“ 实 力 展 示 演
技”。再比如，得知吴家东院
祸事难逃后，吴蔚文一个人扛
起了所有，默默布局，以求保

护家人，所以，他又是动怒和
三兄弟断绝关系，又是大吼周
莹让她滚出吴家，让人看得心
累又心疼。

其实，张晨光的演技早就
得到认可，早在 1992 年，他就
凭借《京城四少》中的铁蛋一
角获得金钟奖视帝，惊不惊
喜？厉不厉害？只是后来，他
成了“爸爸专业户”，比如，《又
见一帘幽梦》里紫菱和绿萍的
爸爸；《奋斗》里饰演佟大为的
父亲；今年刚播出的《欢乐颂

2》中则饰演“小包总”的光头
爹。此外，张晨光现在微博玩
得也很起劲，天天和网友互
动，有人夸他演技好，他吐糟
自己拿不到奖，也是有段子手
的潜质。

吴聘老爹张晨光——成了“爸爸专业户”

沈四海的扮演者谢君豪
一出场，肯定让不少人惊呆
了。因为这位香港演员当年
不仅风流倜傥，还曾凭借《南
海十三郎》里的十三郎一角打
败张国荣的《春光乍泄》，拿下
了金马影帝，妥妥的演技担
当。谢君豪后来转战内地，演
过《仙剑奇侠传》里的酒剑仙；

《锦绣缘》里黄晓明的拜把兄

弟；和李易峰合作的电影《心
理 罪》里 则 饰 演 那 个“ 吸 血
鬼”，当时小编都看得怕怕的。

《那年花开》里，谢君豪的
助阵也让老戏骨队伍又增添
了几分色彩。他对儿子沈星
移恨铁不成钢，见面总是骂
他，恨不得打他，但又背地里
关心着他，比如，让老婆给熟
睡的儿子盖上被子，担心他着

凉，他的一举一动与微表情都
将一个外表严肃，内心温柔的
父亲形象演得淋漓尽致。

沈四海谢君豪——曾获金马影帝

俞灏明演的反派大boss：
俞灏明此次首演大反派，走出
了偶像剧人设，对他来说是很
大的突破。很多人表示：“俞
灏明这回演技炸裂，他演的杜
明礼是个相当招人恨的角色，
好想冲进去打他。”

周莹婆婆的扮演者曾是

TVB 当家花旦：饰演周莹婆
婆 的 演 员 叫 龚 慈 恩 ，她 是
TVB 当年的小花。她在《雪
山飞狐》里一人分饰“冰雪儿”
和“程灵素”两个角色，是观众
心中最催泪的金庸女主。已
经 54 岁的她现在风采不减当
年，皮肤是真的好啊，你们发

现了吗？
吴聘的二婶二叔是真夫

妻：吴聘的二叔扮演者侯长荣
是 87 版《红楼梦》里的柳湘莲
和北静王。二婶则是他现实中
的老婆陈剑月，饰演 87 版《红
楼梦》中的香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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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看的“彩蛋”

湖南卫视经营观察类节目
《亲爱的·客栈》日前正式录制,
第一组明星夫妻人选也已经揭
晓:刘涛首次和丈夫王珂一起亮
相,在远离城市喧嚣的 20 天里
共同经营一家客栈,重温那些因
为忙碌而疏忽的爱情和美好。
对于加盟节目的原因,王珂说,
他需要这个能与老婆单独相处
的20天。

《亲爱的·客栈》从筹备到开
拍一直备受关注,节目组挑选了
最能够代表当地人文风物的民
宿,邀请明星夫妻和情侣一起来
经营,呈现出热爱生活的人本来
的样子。对于来经营客栈的明
星夫妻和情侣人选,之前坊间一
直有各种猜测。随着节目正式
开拍,明星夫妻的人选也终于揭
晓。对于刘涛首次和丈夫王珂
一起亮相综艺节目,多数网友留
言接受。

节目中刘涛夫妻是真的要
经营一家实体客栈,每天要接待
不同的游客,吃喝拉撒事无巨细
都要去执行。虽然目前节目组
还没有宣布两人在经营中的职
位工种,但热心的网友已经给出
了安排:智慧担当王珂当老板,
万能涛姐当管家,至于服务员的

角色,闲不住的涛姐应该会把服
务员的工作也一并承包。两人
的首次综艺合作也让网友相当
羡慕,认为他们一定会在《亲爱
的·客栈》继续“发糖”,“一直很
好奇姐姐姐夫怎么能这么多年
都恩爱如昔,可能接下来的三个
月都要被喂狗粮了。”而王珂的
表现也令不少人期待,想要看看
这位让涛姐深爱的男人到底有
什么独特的魅力。

媒体人士了解到,《亲爱的·
客栈》除了刘涛夫妇这一对夫
妻,还会有一对明星情侣和一名
鲜肉员工,至于每个人的职务如
何安排,将由明星嘉宾自行讨论
决定。这一群有故事的嘉宾和
住客,将在美到窒息的客栈中,
开启一段关于美好爱情和生活
的未知旅程。

腾讯娱乐

刘涛王珂夫妇加盟《亲爱的·客栈》

由王子文和贾乃亮主演电
视剧《何所冬暖何所夏凉》近日
在浙江卫视首播。从演员选择，
到主演表现、配音等方面，该剧
都备受争议，尤其是王子文贾乃
亮的CP感受到严重质疑。

该剧讲述的是简安桀（王子
文 饰）在席郗辰（贾乃亮 饰）的
苦苦追求之下终于打开心扉从而
相爱的故事。从大体剧情来看，

《何所冬暖何所夏凉》的故事比较
简单，女主角与初恋男友相恋 6
年，因为家庭原因出国6年，而男
主角则喜欢女主角整整12年，但
两人经历许多误会，故事就是从
女主角回国之后发生的。所以一
开场，就有许多回忆杀，太多类似
场面让观众表示不适应。

在故事风格上，该剧走的是
“苦情戏”的路子。但是原著显
示这部戏先苦后甜，后半段会非
常甜蜜，不过鉴于现在观众的看
剧心理，这种先虐后甜的剧，可
能并不是十分吃香，“都是传统
的套路，融合家族恩怨，主角先
仇后亲，真是毫无新意”。

弹幕中，不少网友吐槽王子
文和贾乃亮不太符合角色形象。
他们认为，贾乃亮这几年已经变
成一个谐星，要演绎深情的男主
角就容易让人非常出戏，“就好好
做综艺咖吧”。王子文最令人印
象深刻的就是《欢乐颂》的“小妖

精”曲筱绡，形象古灵精怪，可她
自己一直都渴望有新的人设。这
一次在剧中她挑战曲筱绡的反
面：自闭、沉静、冷酷，但这次尝试
并没有让观众买账：“她表现伤心
难过也只会撇嘴了。”

两位主演也被人嫌弃 CP 感
不足，“虽然两个都在戏里苦着
一张脸，可原谅我看戏时都在
想，这两人怎么还不笑？你们在
一起不就是得嘻嘻哈哈、闹个天
翻地覆吗？ ”

此外，不少人挑刺说，作为
一部偶像剧，该剧画面风格、服
化道等都不够时尚，细节的处理
上同样不够用心，配音质量堪
忧，“画外音非常明显，并且声音
连嘴形都对不上，再次拉低质量
分”。 新浪娱乐

王子文贾乃亮被评“CP感不足”

《何所冬暖何所夏凉》首播引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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