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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娱乐
索尼漫威复合谈妥了

蜘蛛侠
留在复联！
才分手一个月就又复合

了？ 北京时间 9 月 28 日凌晨，
索尼和漫威签下象征复合的合
约， 漫威将继续制作下一部
《蜘蛛侠》电影，而蜘蛛侠也将
继续出现在未来的一部漫威电
影宇宙的影片中。

双方的分手大戏在上月下
旬上演， 当时索尼和漫威在谈
最新的《蜘蛛侠》 制作合同时
谈崩， 于是宣布： 漫威影业不
再制作《蜘蛛侠》电影，而蜘蛛
侠也将退出漫威电影宇宙。

双方此次合约具体如下：
漫威 / 迪士尼获得约 25%的
新《蜘蛛侠》电影利润，对比之
前只能拿到 5%可谓大幅度上
涨。 同时， 漫威 / 迪士尼注资
25%， 而迪士尼保留其衍生产
品权， 此前漫威 / 迪士尼想要
跟索尼以各 50%的比例共同
融资。 新合约内容也包括蜘蛛
侠将继续出现在未来的一部漫
威宇宙影片中。

与此同时， 索尼也会继续
发展自己的“蜘蛛侠电影宇
宙”。 漫威影业凯文·费吉在声
明中表示， 蜘蛛侠是“唯一一
个能跨越多个电影宇宙的超级
英雄”。

如今， 双方合作的第三部
《蜘蛛侠》计划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在北美上映，“荷兰弟”汤
姆·霍兰德继续主演。 而前两
部蜘蛛侠电影的导演乔恩·沃
茨也有望回归执导。 双方复合
之后，《蜘蛛侠： 英雄远征》的
社交账号还意味深长地发布了
一条该片的剪辑片段， 意思是
“蜘蛛侠回家了”。 (李丽 )

演出了恋爱的甜味
《在远方》聚焦快递行业发展，中生代演员表现集体获赞

正在东方卫视热
播的《在远方》是一部
聚焦快递行业的创业
剧。 该剧由马伊琍、刘
烨、梅婷、曾黎、保剑锋
主演，以一群创业者的
成长为主线，讲述我国
快递行业从萌芽到发
展壮大的全过程。 该剧
播出近一周，口碑和收
视比翼齐飞，剧中几位
中生代演员的演技，更
获得网友狂赞。 有人直
夸刘烨找到了早年在
《血色浪漫》 里饰演钟
跃民时的状态，无知无
畏的少年感扑面而来。

《在远方》的编剧申捷，曾
创作《鸡毛飞上天》《白鹿原》等
品质剧。他与制片人吴家平，从
浙商“桐庐帮”创办申通、中通、
圆通、 韵达等国内知名快递公
司的故事里深受启发， 走访上
海、桐庐、杭州、广州、深圳等多
家电商、物流企业积累素材，撰
写剧本。 申捷将许多公司创业
阶段遇到的问题整合后放到剧
中，超过一半案例源于现实。

该剧全景还原我国快递产
业发展进程：快递员姚远（刘烨
饰）凭借勤奋和智慧一路打拼，
带着一帮农村来的兄弟， 从接
快递私单的小买卖做起， 最终
成立自己的快递公司； 随着姚
远生意壮大， 商业大佬刘云天
（保剑锋饰） 与其展开电商、物
流混战。 这部剧围绕快递业的
兴盛过程， 深入探讨人与资本
的关系： 资本可以帮助个人实

现梦想，也可以让友情破碎，让
人变成追名逐利的工具。

感情线方面， 心理学学霸
路晓鸥（马伊琍饰 ）与姚远从不
打不相识，到悄悄萌生爱情，但
这段感情却遭路爸爸棒打鸳
鸯。几年后，南下创业的姚远事
业起步亟需人手， 路晓鸥毅然
决定前往协助，而此时，姚远已
经与贤惠的刘爱莲（梅婷饰 ）结
婚……

服化道方面，《在远方》也
足够考究。目前播出的戏份中，
姚远的海魂衫、卷发，路晓鸥
的粉红色卫衣、马尾辫 ，霍梅
（曾黎饰 ）的长筒袜、短裙 ，将
观众拉回上世纪 90 年代末 。
随着跨越 20 年的创业历程徐
徐展开，主角的服装造型将会
越来越时尚， 尤其是马伊琍、
梅婷、曾黎三位女主演的白领
造型很讲究。

有意思的是，刘烨、梅婷、曾黎
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1996 级同
班同学，而马伊琍、保剑锋是上海
戏剧学院表演系 1994 级同班同
学。 编剧申捷在受访时笑言，创作
时找到大学时演小品的状态：“他
们用的都是斯坦尼的体验派，赋予
角色生命。 演员表演能激发我再创
作， 这也是我坚持跟组拍摄的原
因。 ”该剧播出后，观众对几位中生
代实力派演员的演技赞不绝口。

目前， 观众对这部剧唯一的差
评在于演员的年龄。 故事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讲起， 时间跨度 20
年， 这拨 40 多岁的中生代演员要
从 20 岁左右演起。 于是，社交网络
出现了一些不友好的评论：“中年女
性演学生有事吗？ ”“一帮人加起来
200 岁了，还要演青春偶像剧！ ”

不过， 更多观众认为刘烨在
《在远方》 中贡献出了近年荧屏上
最好的演技。 剧中有这样一个场

景： 在路晓欧的引导和鼓励下，姚
远讲出心中最深的伤痛———他小时
候因为想念在外地打工的父母，谎
称自己生了重病， 着急的父母在赶
回家的路上出车祸， 双双离世。 刘
烨在讲述这段经历时情绪过渡层次
丰富： 从平静到结巴， 再到狂眨眼
睛，说话哽咽，最后喘不过气。 刘烨
的表演始终克制， 没有夸张动作，
也没有嚎啕大哭， 而是在压抑的讲
述中让观众对他的绝望感同身受。

另一个场景， 也让网友大赞中
生代实力派的演技： 姚远给路晓鸥
BB 机发讯息“生日快乐！ ”，路晓鸥
回复姚远的 BB 机：“你怎么知道我
生日？ ” 两人开始了一段很有时代
特点的 BB 机信息对话， 最后相约
在十分钟内飞奔到校园门口见面。
这段表演中， 马伊琍和刘烨对着铁
门，相视而笑，确定恋爱关系。 有人
评论道：“两个 40 岁的演员， 居然
演出了恋爱的甜味！ ”

刘烨马伊琍

故事“快递小哥”刘烨拼出一片天 网议 中年演员演技让人赞不绝口

佳作登场，“剧”献祖国
链接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8 月底 ，东方卫视推出 “燃情筑
梦 ，剧献祖国 ”季 ，五部现实主义电
视剧佳作等待观众检验 。 如今 ，《陆
战之王 》 以全国收视率冠军的好成
绩收官 ，接档的 《在远方 》口碑与收
视表现同样不俗。

近日 ， 东方卫视在广州举行媒
体看片会，播出其余三部剧的片花 。
分别是佟大为、蒋欣主演的 《奔腾年
代 》，陈赫 、黄轩主演的 《瞄准 》，以
及冯绍峰 、 乔振宇 、 袁姗姗主演的
《大时代》。

●《奔腾年代》
《奔腾年代 》讲述新中国成立之

初 ， 留学归国的年轻技术员常汉卿
博士 （佟大为饰 ）和战斗英雄金灿烂
（蒋欣饰），刚认识时斗得你死我活 ，
但当接到 研 发 国 产 电 力 机 车 任 务
后 ， 有了共同目标 ， 逐渐成为好搭
档 ，并渐生情愫 ，喜结良缘 ，一起为
国效力 。 蒋欣和佟大为的表演很接
地气 ， 两人一本正经说起年代感极
强的台词时，常把观众逗笑。

●《瞄准》
反特剧 《瞄准 》，由 《心理罪 》的

导演五百执导。 剧中 ，苏文谦 （黄轩
饰 ）与池铁城 （陈赫饰 ）曾是合作无
间的顶尖狙击手 ， 当苏文谦认识到
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未来后 ， 改变立
场 ， 最终击败了实战技能曾强于自
己的池铁城 ， 彻底粉碎敌人的暗杀
阴谋 。 值得一提的是 ， 片花中的陈
赫 ，一改往日搞笑形象 ，长发造型 、
不苟言笑的表演很有突破。

●《大时代》
《大时代 》 也是一部创业题材

剧，讲述以邝铭筹（冯绍峰饰）、洪雨
桥 （乔振宇饰 ）、江城 （公磊饰 ）为代
表的知识分子 ， 顺应改革开放大潮
集体创业 ， 从组装电脑过程中觅得
商机，成立科技公司 ，摸爬滚打成为
世界知名企业。 （龚卫锋）

“荷兰弟”将继续扮演蜘蛛侠

马伊琍和梅婷成“情敌”

保剑锋与刘烨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

刘 烨 的 卷 发
造型很有时代感

刘烨和马伊琍联手开创一番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