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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咖选择回归小荧屏，在业界
看来，或将助力电视剧精品化。近两年，
中国电视剧市场风生水起，从《甄嬛传》、

《琅琊榜》到《如懿传》，电视剧正走向大
制作与高品质的模式，这也吸引了周迅、
陈坤、范冰冰等电影圈大咖纷纷回归电
视剧，而他们的回归，也让业内人士和观
众都充满信心，“一线电影大咖重回荧
屏，再次出手，必是抱着打造精品的决
心。而选择的项目也必然是一个非常经
得起推敲、耐得住琢磨的项目，或有新
意，或有挑战，或有突破”。

剧方的态度也可以看出“精品化”的
决心。《如懿传》除了在角色造型上精致
营造“历史正剧”气质外，在剧本创作、摄
影美工、服装道具等各方面也坚持“新古

典主义”风格的追求。该剧制片人黄澜
表示：“所谓‘新’，就是以现代的审美眼
光重新估价和表现古典与历史，准确地
使用文言和古典语汇，力求使现代人在
情感和心理上无隔膜地切入古代社会的
同时，还能对古典文学产生审美兴趣。”

《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导演丁黑则透
露，为了让演员尽快入戏，剧组主演都要
提前多天进组报到并集体围读剧本，拍
摄期间组内均以角色姓名相称。他还强
调：“在剧组里只有演员没有明星。”陈思
诚也非常注重电视剧品质，“我们要打造
最顶尖的电视剧，树立电视剧行业的新
标杆，好戏在后头！”

此外，大咖们的回归让观众兴奋的
原因还在于对他们演技的放心。近年

来，电视圈“小鲜肉”、“小鲜花”们的演技
多受诟病，不少演员被观众讽刺“面瘫式
表演”，角色塑造“千人一面”。而大咖们
回到小荧屏，观众期待他们的表演让大
家更容易入戏，“大咖们会用作品告诉小
鲜肉们什么叫做表演吧”，“同样一个角
色，大咖演起来的味道应该会不同吧”。

除了品质和表演上的期待之外，观
众还希望大咖们的回归能让电视剧增添
更多可能性，“如今不少 IP 剧都用同一
批演员，比如李易峰、杨洋、赵丽颖、唐
嫣、郑爽等已经承包了不少 IP 剧，这些
演员排列组合都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
现在加入一些大咖，比如孙俪搭配陈晓，
还是挺让人意外的”。

陈坤九年之后接拍《脱身者》 范冰冰演秦朝“女首富”

大咖回归电视剧
既有新意也有隐忧

近日，陈坤通过微博发布一张电视剧《脱身者》的先导海报，并称“一别九年，
到十再见”，宣布自己阔别9年之后重回电视圈。此外，近日孙俪新剧《那年花开
月正圆》在山西开机，孙俪在微博通过一句“开工啦，开工啦”，雀跃之情溢于言
表。除了陈坤和孙俪外，周迅、范冰冰的电视剧新作也正在热拍中，这些消息让
不少观众颇为期待：大咖们纷纷回归，会给电视圈注入新能量吗？会给我们带来
一批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吗？

【有担忧】
天价片酬为制作带来风险
观众担心“雷声大雨点小”

但是，大咖回归也让部分观众产生担忧。
近期，明星天价片酬的新闻频传，大牌演员片酬高的消

息传出后，不少观众担心电视剧制作费大部分用于明星片
酬，真正能花在制作上的费用并不高。央视“演员天价片
酬”曾指出，演员天价片酬为影视制作的其他环节带来巨大
的风险和压力，节目里提到《如懿传》的霍建华和周迅共拿
走 1.5 亿元片酬，还点名批评《致青春 2》、《幻城》等片的天
价演员无法拯救本身质量不高的影视剧。有导演认为：“大
部分的电影片酬已经超过一半，有些甚至百分之六七十，制
作资源就少了。”

对于影视娱乐明星的高片酬，监管机构希望“限薪”，一
些业内人士认为有违市场运行规律。他们认为，明星的片
酬并不是由明星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一部
影视剧的投资方和制作方经过前期测算之后，在保证了自
身利润的前提下，一定会增加在明星、编剧以及导演的薪酬
支出。成龙也曾公开回应，高片酬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

“一些一线演员他的片酬拿得高，而且他有票房保证的话，
那我也会去请他。明星市场价值是有的，一个愿打一个愿
挨。”对观众来说，最关注的还是电视剧制作能不能保持在
一定水准，“如果电视剧足够好看，也不是特别关心演员拿
了多少片酬”。

还有观众担心“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有观众认为，如
今不少电视剧播出前“雷声大”、播出后“雨点小”，其实就是
作品质量不过关，“前期营销做得特别好，但看到剧的时候
期待的感觉突然就落空了，那种感觉特别难受”。“观众和市
场对大咖演员抱有很大希望，相应的对他们的要求也更高、
比对其他作品的要求会高出一截。但这些作品真的能承受
这么高的期待吗？”

陈坤在微博正式宣布自己重回小
荧屏。9 年后从电影回到电视，陈坤选
择了原创谍战剧《脱身者》。对于回归
为什么首选《脱身者》，陈坤表示：“编剧
用 9 年的时间打磨一个剧本非常难得，
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好的剧本永远是
吸引我最重要的因素。这个角色让我
想要重新演电视剧。”不过，除了陈坤加
盟这个信息之外，《脱身者》的剧情及角
色设定等相关细节均未透露。

除了陈坤外，在《芈月传》后已休息
一段时间的孙俪近日也通过微博透露
新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已经开机。时
隔一年重返荧屏的孙俪，搭档陈晓出演
这部年代传奇大剧，该剧以陕西省泾阳
县安吴堡吴氏家族的史实为背景，讲述
了清末出身民间的陕西女首富周莹跌
宕起伏的人生。

更多大咖选择了古装剧作为回归
之作。

除了热拍中、由周迅主演的《如懿
传》，范冰冰主演的《赢天下》也已经悄
然开机。该剧讲述了秦朝寡妇清的传

奇故事，她是中国最早的女性企业家，
早年丧夫终身守寡，秦始皇视其为“大
姐”，封她为“贞妇”。《赢天下》中，范爷
将如何演绎这位霸气的传奇女性，让人
好奇。

而吴秀波领衔的《军师联盟》也被
视为2017年大热之作。该剧剧本筹备
花费 5 年之久，以三国时期为历史背
景，通过对权谋与情感的描述，聚焦魏
国大军师司马懿如履薄冰、机智传奇、

谋冠天下的历史故事。
此外，就在大家以为陈思诚将筹备

《唐人街探案》续集之际，他却出乎意料
地投入到电视剧《远大前程》的拍摄中，
并亲自披挂上阵担当主演。据悉，该剧
以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
不同人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
的地点，面对诸多机遇、诱惑、挑战所做
出的不同选择。陈思诚透露，这部剧可
能成为他电视剧创作的“封箱之作”。

【有新意】
演技在线观众放心 助力电视剧精品化

第十三届中国长春电影节15日晚在
长春闭幕，当晚共颁出金鹿奖11个奖项。

《大唐玄奘》成为当晚最大赢家，不仅拿下
最佳华语故事片奖和最佳摄影奖，男主角
黄晓明更是凭借此片蝉联金鹿影帝。当晚
的影后由白百何凭《捉妖记》获得，井柏然
和王珞丹则成为最佳男女配角。

今年的电影节红毯秀依然星光熠
熠，韩庚、黄晓明、白百何、井柏然、钟丽
缇、徐帆等百余位艺人亮相红毯，范冰冰
更是以一身粉嫩长裙压轴亮相，频频挥
手跟观众打招呼，引来现场的欢呼声和
尖叫声，高人气力压众星。除了明星，这
次电影节红毯还迎来了国内众多著名电
影导演、编剧、制作人等，老戏骨陶泽如、
惠英红、丛珊、张光北等的亮相也引起了
众多影迷的欢呼。

颁奖礼开场后，吉克隽逸以一曲《长

春 长春》拉开序幕，本届电影节宣传大
使、歌手韩庚则深情吟唱电影《万物生
长》的主题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此
外，歌手黄龄、陈楚生，演员丛珊、张光北
和超级女团组成的演唱组合，也均献上
歌曲表演，令晚会气氛热烈。宣传大使
韩庚在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是第三次参
加长春电影节，相比于前两次以歌手身
份参加，这一次他还带了自己的电影作
品《大话西游3》。

据知，本届电影节共收到 220 多部
优秀华语电影作品报名参赛参展，15 部
作品成功入围。闭幕当晚先后颁出了金
鹿奖 11 个奖项。其中，“申奥片”《大唐
玄奘》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包揽了最佳
故事片、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三项大
奖。其中，黄晓明继上一届凭《中国合伙
人》拿下金鹿最佳男主角后，今届凭《大

唐玄奘》力压《失孤》中的刘德华、《烈日
灼心》的段奕宏，在本届长春电影节再次
称帝。据了解，这是长春电影节上第一
次出现最佳男主角蝉联的情况，有影迷
更激动评论称“黄晓明创造了历史”。

其他奖项中，影片《老阿姨》等获得
了评委会特别奖，最佳导演奖则由尔冬
升凭借《我是路人甲》获得。此外，影片

《失孤》也斩获两项大奖，包括井柏然的
最佳男配角奖和彭三源的最佳编剧奖。
女演员方面，白百何凭《捉妖记》首次拿
下金鹿影后，在《烈日灼心》中表现出色
的王珞丹则获得最佳女配角。而在《捉
妖记》中默契度逆天的井柏然和白百何，
当晚一起亮相时还透露，《捉妖记 2》已
经在 10 月 15 日举行了开机仪式，两人
随后将进组拍摄。

徐绍娜

长春电影节闭幕

黄晓明白百何摘“金鹿”帝后

李冰冰确认加盟好莱坞电影《巨齿鲨》，搭档杰森·斯
坦森，影片目前正在新西兰进行前期拍摄，并计划于年内
到中国取景。华纳兄弟已宣布影片将于 2018 年 3 月 2
日登陆北美院线，中国地区则将于2018年春节上映。

据了解，《巨齿鲨》改编自美国作家史蒂夫·艾尔顿同
名系列科幻小说，由《国家宝藏》系列导演乔·德特杜巴执
导。故事讲述了一项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科研项目正在马
里亚纳海沟深处进行时，遭遇未知生物攻击，科研人员被
困海底。深海潜水专家乔纳斯·泰勒临危受命，再度遭遇
数年交过手的史前生物巨齿鲨。乔纳斯联手中国女科学
家张苏茵营救了被困人员，却意外造成了巨齿鲨逃离深
海。当史前巨兽重返浅海，人类将为自己对大自然的贪
婪付出代价。乔纳斯·泰勒由杰森·斯坦森饰演，中国女
科学家张苏茵则由李冰冰出演。

电影的摄影指导是汤姆·斯特恩，作为克林特·伊斯
特伍德的御用摄影师，斯特恩曾先后为《神秘河》、《百万
宝贝》、《父辈的旗帜》、《美国狙击手》、《萨利机长》等片担
任摄影指导，并凭借《换子疑云》提名奥斯卡最佳摄影
奖。以《魔戒》三部曲荣获奥斯卡的格兰特·梅杰将为《巨
齿鲨》担任艺术指导。曾为《变脸》、《碟中谍2》、《特工绍
特》担任剪辑师的史蒂文·坎珀将负责影片的剪辑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范冰冰曾以“与《我不是潘金莲》
《爵迹》宣传档期冲突”宣布退出《巨齿鲨》，后来李冰冰加
盟该片的消息就不胫而走。对此李冰冰方面澄清称去年
就接到了《巨齿鲨》的邀请，因为档期她当时婉拒了，后来
制片人再次邀约，双方才又进行了接触和沟通。片方表
示，李冰冰流利的英语台词功底、演技、以及主演好莱坞
电影的丰富经验使她成为女主角张苏茵的不二人选，剧
组以巨大诚意邀请李冰冰加盟。

替换范冰冰出演女科学家

李冰冰确认加盟《巨齿鲨》

盗墓剧《老九门》爱奇艺破百亿庆功会在京举行，人
气王“张大佛爷”陈伟霆与粉丝亲密互动。《老九门》在爱
奇艺开播后频频刷新视频行业数据，更成为全网首部破
百亿的自制剧，“张大佛爷”陈伟霆称对自己来说这是一
个不容易的数字，也是一个记录。

陈伟霆表示出场第一场戏特别重要，“其实我来回走
了好几条，导演觉得还不够帅，张大佛爷要很帅才行，最
后他们用电筒和反光镜子帮助摄影机，这样来追光拍
我”。他表示自己当时听到“张大佛爷”这个名字就喜欢
上了，“这名字跟我反差大，我从来没被叫过爷。这个角
色做所有决定很爷们，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不能笑，面对
很多事情压力太大，但是剧中不能总是很紧张还要缓一
下，他唯一能笑就是和新月在一起。”

“张大佛爷”如此成功，但陈伟霆表示对下个一角色
没有压力，“一个剧能不能火有很多因素，演员控制不
了”。最近也忙着准备巡演，他也否认称重心不会偏移，

“哪里都是重心，我比较贪心。不想一直待在剧组而影响
我其他工作，这样喜欢我的人看不到我另一面”。他也表
示不一定要拍谍战等现在大热的类型。他也自曝早年刚
起步时接戏会按着粉丝心态去选，但这一年发现无论自
己做什么粉丝都喜欢，“这也给了我勇气去挑战，也给我
信心改变自己往更高去飞”。 梁晓雯

以后叫陈伟霆“张大佛爷”得了

《老九门》破百亿庆功

长春电影节创办于1992年，是
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
电影节。经过20余年的发展，长春
电影节已成为展示华语电影创作
成果，促进华语电影人交流合作的
重要平台。不过，近年来国内几大
电 影 节 的 公 信 力 却 不 断 遭 到 质
疑。不久前刚颁完奖的大众百花
电影节引来“口水”不断，而长春电
影节此前也曾被质疑上演“来参加
的明星才有奖”等荒诞场面，令外

界感慨：“国内的电影节越来越成
为小圈子内人玩的游戏。”

早几年，有媒体指出长春电影
节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规矩：不
同于国内外任何一个电影节以及
颁奖礼，这个规矩是“奖项提名名

单保密”！电影节组委会公布了入
围的影片片名，但是对于将要颁发
的包括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
奖、最佳女主角奖等 9 个奖项的提
名名单却一直保密。而这份保密
的名单，要直到颁奖礼开始才逐步

对外揭晓。当时还有圈内人批评
说：“没得奖的为啥都没来？因为
基本上是谁来谁得奖。这样仅从
红毯阵容就可以准确预测颁奖结
果的颁奖礼，不仅没有惊喜，也缺
乏公信力和说服力。”

对于长春电影节，此前有媒体
指出：“几百位的电影相关人士聚
首一起，有 20 年的经验积累，居然
将电影节办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
文艺晚会。从开幕式明星少的尴
尬，到开幕后一天只有一两个无大
牌剧组的冷清宣传，再到遍邀歌坛
明星搞出的盛大却乏公信力的颁
奖礼，我们不禁要追问，电影节的
真正意义，仅是为了举办一个吸引
眼球的颁奖礼吗？”

“金鹿奖”曾被质疑“来参加的才有奖”

日前一部少儿版《白蛇传》在网上爆红，从场景到音
乐都“神还原”《新白娘子传奇》，网友怀旧之余既惊且喜：
怎么这么专业？记者采访得知，这是湖南广电电视剧频
道推出的《小戏骨》系列剧，接下来，他们还要“复刻”《花
木兰》等经典剧集。

翻拍经典向来口水甚多，《小戏骨白蛇传》难得没什
么差评，最让人惊奇的是演员演技，所有角色从白娘子到
许仙都由 6-12 岁的小朋友演出，小孩演大人，演得有模
有样，一颦一笑都有如原班人马“灵魂附体”，怎么找来的
这帮小演员？总导演潘礼平介绍，他们选拔的标准是“只
造小戏骨，不造小童星”，“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形象气质
是第一位的，还要跟剧中角色比较吻合。总体来讲，小孩
要萌一点，漂亮一点。现在孩子丰富多彩，一代比一代优
秀，小孩真的天生就会演戏，喜怒哀乐，成人只是不能释
放天性。”

观众认可《小戏骨》是“良心翻拍”，但对“小孩演大
剧”的拍摄方式还是有些争议，有网友就说，“让七八岁的
孩子去演几十岁的角色，演的还是神话爱情剧，大人看热
闹，孩子却潜移默化被影响，过早成人化是不是不好？”对
此潘礼平是这样回应的，“《白蛇传》我们主要拍许仕林那
条线，夫妻情爱那些东西去掉了很多，有个白蛇生孩子的
地方，拍摄时想到要不要删除，但讨论来讨论去，这个细
节对剧情来说太重要了，考虑艺术的经典必须要保留，所
以权衡利弊，决定不能因噎废食。现在孩子什么都懂，说
实话演出时孩子有点排斥，并不想演，我们跟孩子好好讲
过，这个戏是为了什么，拍摄的时候比较虚化，他们也理
解。”他解释《小戏骨》系列剧的初衷，“我们就是完全一比
一的复刻，向经典学习向经典致敬，只要是真正好的经
典，就会去争取全面的还原，也会有创新。就是要把中华
民族的优秀经典，变成让少年儿童喜欢看，所以让孩子来
演，架起一道桥梁。”

《小戏骨》已经制作播出了正片花絮数十期，除了火
爆的《白蛇传》，此前还翻拍了《刘三姐》、《洪湖赤卫队》、

《焦裕禄》等经典，潘礼平透露，有两部新剧正在筹拍中，
记者看现场小演员的扮相，大概是《花木兰》和《西游记》
吧？ 王慧纯

小孩演大剧 行不行得通？

少儿版《白蛇传》惹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