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琅琊榜 2》下周剧情

黄晓明郭京飞

都将“领盒饭”

由海宴编剧，孔笙、李雪合力执导，

侯鸿亮担任制片人，黄晓明、刘昊然、佟

丽娅、 张慧雯等主演的古装传奇巨制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目前正在东方卫

视热播。 据了解，在下周播出的剧情中，

郭京飞、黄晓明等演员剧中的角色将先

后“领盒饭” ，不少生死诀别的桥段更

是虐心，剧方友情提醒：请观众准备好

纸巾。

本周，经过济风堂的努力和萧平旌

的偶然发现，成功找到了治愈瘟疫的药

方，拯救了整个大梁，不料萧平旌却在

此后中了霜骨剧毒，生命垂危。 为了弟

弟，黄晓明所饰演的萧平章毅然前去寻

找郭京飞饰演的濮阳樱讨要解药，但濮

阳樱的条件却是逼迫萧平章付出自己

的生命……

而濮阳樱在剧集的中段就下线可

谓十分“反套路” ，导演孔笙谈及这样

的剧情处理是因为“只有萧平章的去

世，才能让长林王府父亲、弟弟、世子

妃不得不转变。 而濮阳缨的死去，则

让这部剧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反派，

自此之后只有目的不同的正面角色。 ”

他透露， 未来剧情的重点将变成 “正

义” 与“正义” 之间的较量，其中的胜

者，将改变大梁。

本报记者 胡亚妮

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文娱资讯

WENYUZIXUN

A13

编辑／版式 王欣 校对／蒋珺

黄晓明凭《风起长林》完成口碑逆转

中年男演员 演技能持否

在高分热播剧 《琅琊榜

之风起长林》中，黄晓明饰演

的角色即将下线，观众纷纷表

示不舍和挽留。几乎所有剧迷

认为，他告别了“油腻的霸道

总裁” 路线，克制的表演很有

看头，他个人也完成了从不被

看好到收获点赞的口碑逆转。

实际上，对于黄晓明、邓超、佟

大为等正值当打之年的男演

员来说，他们需要进一步好好

规划、精选角色，才能稳坐演

技派宝座， 不惧后来者的挑

战，不负观众的高期待。

黄晓明

《琅琊榜 2》中低开高走

由海宴编剧，孔笙、李雪合力

执导， 侯鸿亮担任制片人， 黄晓

明、刘昊然等主演的《琅琊榜之风

起长林》正在东方卫视周播。目前

剧情已全面进入高潮，不少“反套

路” 情节与丰满立体的正反派角

色也引起观众热议。

如今观众对这个重要角色的

不舍，有剧本的功劳，也源于大家

对黄晓明表演的喜爱和认可，但

是在该剧当初宣布主演阵容，甚

至是开播之前， 大量观众对黄晓

明持怀疑态度， 乃至有人表示因

为黄晓明而拒绝看剧。为什么？正

因为黄晓明虽然有 《大汉天子》

那样的代表作， 但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戏里扮演霸道总裁， 而且他

在表演时习惯性地露出邪魅浮夸

的笑容， 这样的演员怎么能参演

经典剧集的续集？ 恰恰在周围几

乎一致不看好中， 黄晓明拿出了

配得上古装正剧的表演水准：表

演清淡高冷，控制得非常好，让口

碑低开高走，最终完成逆转，令人

刮目相看。

黄晓明此前表示， 自己在 40

岁之后要将重心放在演戏上，要

和好的团队合作，回归表演初心。

靳东

还要当多久的“导师”

和黄晓明不同， 靳东的表演

水平没有忽高忽低， 但近来也深

陷在“人生导师” 的表演套路中。

在《欢乐颂》《我的前半生》《外

科风云》等热播剧中，靳东总是一

副指点别人人生的样子， 演绎风

格有些类似， 这难免使人怀疑他

的更多可能性。 但其实，他也曾扮

演刑警等多种角色， 只不过不太

知名。 在观众们看来，他急需在一

部热播剧中尝试与以往不同的形

象， 以此向大众证明自己戏路的

宽度。

1月 12日在东方卫视黄金档

开播的《恋爱先生》里，他还是一

个“爱情导师” ，将变身“网红恋

爱专家” ，但大家期待看到他不同

的样子。 在这部都市情感力作中，

靳东饰演一位在高端牙科诊所工

作的牙医程皓。 身为牙科界的雅

痞精英， 程皓业余时间经常帮别

人出谋划策追求女孩， 因为总能

想出各种讨女孩子欢心的方法，

程皓也得了个“恋爱先生” 的美

称。

靳东十分认同剧中程皓纯粹

的感情观：“我们这个戏归根结底

就是一个真心换真情的故事。 爱

情上有问题没解决的都可以好好

看一下我们这个戏。 ”

刘烨

综艺里怎能施展演技

最近惹人关注的中年男演员

还有刘烨。 曾经拿下许多表演奖

项的他， 其表演能力是得到过公

认的，但近年表演作品不多，观众

认为他有些浪费时间。在《演员的

诞生》中，他点评风格温吞、善于

鼓励新人。 不少观众觉得，刘烨在

多档综艺节目里混得风生水起、

收获人气，但也在消耗才华。 而翻

看他接下来的履历， 也只发现一

部他和林依晨搭档的电视剧 《老

男孩》等待播出。 这对于一个 40

岁、本来受期望的男演员来说，是

否有点太不着急了？

潘粤明

虽处高峰仍缺作品

凭借网剧《白夜追凶》赢

得事业第二春的潘粤明， 最近

在各大人气综艺里频频亮相，

《明星大侦探》《最强大脑》等

当红节目纷纷邀请他，《吐槽

大会》中，他探讨当下许多年

轻演员的演技问题。

在声音魅力竞技秀 《声临其

境》中，他和周一围、赵立新、张歆

艺等人联手为观众大秀声音特

色和台词功底。 潘粤明化身

“熬夜的熊猫” ，为《梅花

烙》《还珠格格》 等经典

配音，再现马景涛和周杰

的“嘶吼式表演” ，获得

观众大赞， 也得到同行

点评说 “敢于大胆尝

试” 。 但是，观众还是认

为正在高峰期的他缺少更

多表演作品。

邓超 佟大为

需要新作证明自己

邓超如今是大银幕上的主力

演员， 但他的表演水准给大众的

印象也是起伏不定。 在喜剧中，他

就不太为人所待见，票房也一般。

观众更喜欢他在 《烈日灼心》中

深沉、偏神经质的表演。 业内和观

众几乎相同的意见是， 他还需要

更多好戏来彻底奠定演技派的地

位。

和邓超、黄晓明等人一样，佟

大为在演艺圈也是出于不上不下

的尴尬位置：尽管家喻户晓，但还

没有被视作绝对的实力派， 而由

于其颜值下降、年龄增长，他们在

市场上又受到黄轩、刘昊然、董子

健、张一山等后来者的强势挑战。

最新谍战剧《绝密者》中，他和郑

爽搭档，令人担忧，看来他需要好

好规划自己的戏路和选择剧本、

合作团队了。 据《广州日报》

由《余罪》 导演张睿执导，夏

雨、吴优、姚芊羽、张志坚、常戎、娜

杰日达·米哈尔科娃、 尼古拉·伊万

诺夫等众多中俄实力演员出演的开

年热血大剧《莫斯科行动》正在浙

江卫视播出。随着剧情的发展，陈尔

力（夏雨 饰）凭借过人的“刑警嗅

觉” ， 已逐渐摸查到案件的多条线

索， 而盘踞在俄罗斯的多伙犯罪分

子，也开始怀疑伪装成“国际倒爷”

的陈尔力一行人的真实身份。

据介绍，《莫斯科行动》 根据

事件的亲历者、时任北京铁路公安

处副处长的程亚力口述，引用真实

事件改编创作，重现了中国警察当

年的热血雄风，真实地还原了 1993

年震惊国际的事件“中俄列车大劫

案” 。 ———浙江卫视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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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涤非师生

昨办书画展

昨日，国家一级画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谭涤非先生的公益画

展在位于顺海中路的新天花卉大

世界开展，展览持续到 2月 11日。

此次展览展出了谭涤非及弟

子们创作的 20件作品。 当天，这些

作品还进行了义卖，所得款项捐献

给了贵阳市统战部和贵阳市工商

联共同发起的扶贫帮扶项目。

谭涤非老师生于 1935年，湖南

长沙人。 尤其擅长花鸟。 1990年就

在广州举办过个人画展，2002 年获

得过国家人事部书画专业委员会

“当代中国画杰出人才奖” 称号。

2017 年，中央美术学院出版了“谭

涤非教学范本” 。 本报记者 李韵

《莫斯科行动》还原

“中俄列车大劫案”

《歌手》昨晚首播

湖南卫视《歌手》已于昨晚首

播，由汪峰、Jessie� J、张韶涵、李圣

杰、李晓东、周延 GAI、张天七位唱

将组成的首发阵容一一登台。

节目中，汪峰以《无处

安放》告白心爱的人、张韶

涵借《梦里花》找寻歌唱

初心；Jessie� J、张天携歌舞

双管齐下呈上国际范舞

台，李晓东、李圣杰、周延

GAI也将逐一献上首秀。 而

除了对歌曲的精彩演唱、歌手

之间互动同样看点十足。 张韶涵

俏皮“调戏 Jessie� J，李圣杰金句频

出变“梗王” ，张天大秀反差萌。

当中，作为节目有史以来的首位

欧美歌手，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 Jessie�

J聚集焦点。 众所周知，她曾是英、澳

两版《the� Voice》导师、被提名第五

十七届格莱美。 而此次，她来到《歌

手》则是以代表作之一《Domino》与

观众见面。 现场，就连其他歌手们也

集体为她打 call。 本报记者 胡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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