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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娱乐

2000集，双喜临门
在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 第

2000集中，太平街张灯结彩，一
片喜庆气氛。

金医生、鸡公福、西洋蔡、发
仔、兰姨、瑞叔、奀妹、阿香、蔡
妈、玉嫂、伍姑娘等人欢声笑语、
忙前忙后，准备宴席；牛局长、三
六九、二五八、一四七、丘富、徐
三、南哥、孙锦珍等平时有点“坏
坏”的角色也纷纷携礼到贺，很
多剧组工作人员也穿上剧中服
装，参与演出一同庆祝；更难得
的是“油炸蟹”太子炳和刁泼的
八姑罕有地放下成见，出钱出场
地，让街坊们在72家大院欢聚一
堂……

该剧制片人梁柱介绍，为庆
祝《72家房客》突破 2000集，第
17季特别策划了鸡公福与玉嫂
婚礼、西洋蔡和奀妹之女的满月
酒在同一天举行，剧中近30名演
员共同出演，同贺“72家大院”双
喜临门，寓意着《72家房客》新千
集、新起点、再创新辉煌。他表
示，为了让该集呈现得更加精
彩，无人机拍摄、手持跟拍、众多
演员的场面调度……这些在情景
剧中较少用到的拍摄方式也纷
纷上阵。

台前幕后，一起出镜
剧 集 总 数 突 破 2000集 大

关，又逢上“结婚”“生女满月”
这样的大喜事，剧中演员有何

感受？
“西洋蔡”的饰演者李富贵

表示：“当然很开心啦！今天双
喜临门，‘福哥’‘玉嫂’喜结连
理，又是我们摆满月酒，这两样
都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奀妹”
王莉莉表示：“我们拍了十二年
了，第一次拍这么大的场面。一
千集的时候，我们拍结婚的场
景，当时阵仗也没这么大。”二人
笑称：“在 2000集的门槛，我们
终于有了爱情的结晶。经历了
1000集才生出女儿来，简直是

‘化石’。”
羊城晚报记者观察到，不少

演职人员也穿上戏服，合影留

念。“奀妹”表示，剧组气氛格外
开心和兴奋：“没有试过那么多
演员一起回剧组，工作人员也一
起穿上了戏服出演，比较热闹。”

“西洋蔡”感叹：“工作人员劳苦
功高，但从来没有出过镜，这一
集很特别，灯光师、摄影、导演、
化妆师都出来了。他们既要在
戏里演角色，还要做幕后工作，
特别辛苦。”

主线延续，情节突破
今后《72家房客》的故事将

如何延续发展也备受关注。剧
组透露，该剧主线不变，将延续

一群“反斗”房客和“坏”得可爱
的包租公、包租婆斗智斗勇的故
事，继续传递守望相助、积极乐
天的精神。

新的千集会有新的情节内容，
比如鸡公福与玉嫂的婚后生活，西
洋蔡与奀妹升格当父母之后要面
对的新烦恼，阿香在炳胜大押做
了华慕容的学徒后的成长，三六
九重回警长之位后的变化……据
悉，新千集还将新增一些人物，如
香港知名演员刘锡明将出演金医
生的师弟，粤剧名伶、中国梅花奖
得主陈韵红出演金医生的师妹，
他们与72家大院街坊势必会碰撞
出更多精彩的剧情。

《瞄 准》的 动 作 戏 尤 其
多，“水母”与“牧鱼”的对决
更是惊险刺激。陈赫称：“我
以前很少拍枪战、爆破戏，这
次拍了好多，刚开始噼里啪
啦一顿炸，我和黄轩围着炸
点转，把我们炸得魂飞魄散，
晚上脑子里嗡嗡直响。”

不少观众发现，陈赫在
《瞄准》中运用了他标志性的
邪魅笑声。陈赫透露：“我原

本设计了另一种笑声，但五
百导演认为我没必要回避以
前的笑声，池铁城有自己的
人物性格，要让观众一听到
我笑，就毛骨悚然，要演出那
样的气场和氛围。”

《瞄准》中，池铁城的表
面身份是一位言行讲究的西
点师，专业技能过硬，能做
出各种造型复杂的蛋糕。剧
中池铁城做蛋糕的特写镜

头 ，陈 赫 都 呈 现 得 颇 为 逼
真。他透露：“所有我爱吃
的东西，我都比较有兴趣。
我参加过做蛋糕的培训班，
会做。”

谈及与黄轩的合作，陈赫
说：“黄轩不像表面看上去酷
酷的，他其实是个特别阳光、
温暖的大男孩。拍戏之外，
我们晚上也会聚一聚，小酌
几杯，特别开心。”

《瞄准》中，“牧鱼”苏文
谦内心炙热，具有极强的正
义感。三年前的一次任务
中，苏文谦被池铁城利用，
狙杀了救命恩人兼好友杨
之亮。追悔莫及的苏文谦
从此金盆洗手，化名“曾思
过”隐于城市码头，靠木雕
手艺为生。三年后的一次
码头刺杀行动后，苏文谦身
份暴露，平静的生活被打
破。

毫无疑问，苏文谦的人
设吸引了黄轩。接到剧本
之初，黄轩一口气连看十
集，并认真分析了角色：“从
绝不拿枪到拿起枪，再到燃
起对生命的使命感，这个人
物挺有意思，他在八天内，
不断改变想法。他表面上
很冷静，但内心积压了很多
事 情 ，有 自 己 的 挣 扎 、愧
疚。”随着剧情发展，苏文谦
从一开始的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转变成积极与警方密
切合作，黄轩说：“整个故事

在八天里发生，每一个阶
段，外界对他的刺激都会让
他的内心产生变化。每次
变化，我都得用心拿捏。”

黄轩在剧中有不少大
场面动作戏：飞檐走壁、满
城追逐、街头火拼……前几
集中，苏文谦高楼破窗的

“越狱”名场面，让不少观众
叹为观止。黄轩坦言，动作
戏并不难：“除了类似‘跳
楼’的场景需要武行老师完
成，这部剧中大部分动作
戏，都是我自己完成的。我
之前演过动作戏，对于拿
枪、打枪这类戏份，我全都
训练过。”不过，拍枪战戏时
偶尔也有意外发生，一次危
险经历让黄轩记忆犹新：

“有次拍摄，我拿着枪，跑上
楼追一个‘日本兵’，‘日本
兵’被打死后滚下楼。没想
到，他滚下来的时候，靴子
一脚踢到我脸上……好在
没有什么大事情，脸上的伤
两三天就好了。”

《瞄准》中收起搞笑一面，变身“冷酷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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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视剧《瞄准》接档《在一

起》登陆东方卫视东方剧场，每晚两集
连播。该剧由五百、别克执导，黄晖任
总编剧，黄轩、陈赫、杨采钰、李溪芮领
衔主演。《瞄准》讲述松江解放之初，苏
文谦（黄轩饰）与池铁城（陈赫饰）这对
狙击手圈的王牌搭档，因信仰分歧而
走上对立面，在一次次生死对决、信仰
交锋中，最终走向不同命运的故事。

《瞄准》开播后，取得了高口碑和
话题热度，陈赫一改在《爱情公寓》《奔
跑吧》等作品中树立起来的喜剧形象，
首次在年代剧里出演“反派”。微卷齐
肩的长发、邪魅的笑声、狠辣狰狞的咆
哮……陈赫演活了“冷酷杀手”池铁
城。对于此次表演上的突破，陈赫坦

言：“收起‘搞笑’变‘冷酷’并不难，
这是演员的基本能力。”

在《瞄准》中，池铁城代号
“水母”，带领着一个由专业杀
手组成的“水母暗杀组”。他
深谋远虑，性格冷血，心中只
有任务，为达目标不惜一切代
价。他的搭档苏文谦，代号

“牧鱼”，则是个善良的狙击
手。陈赫如此解读两人的关
系：“两人是彼此忘不了的老搭
档。池铁城总想证明自己比苏
文谦强，但他永远超越不了对
方。在两人的巅峰时刻，苏文
谦选择离开。在池铁城心里，
这就像一个心结，他要找到苏
文谦，证明自己是最强的。”

接演“池铁城”之前，陈赫
和导演五百吃了一顿饭，两人
很投缘。当时陈赫看过两三
集剧本，很喜欢剧本节奏，但

内心也有顾虑，因为他此前没
演过反派。陈赫回忆道：“家
里人跟我说了一句话，‘陈赫，
难道你要永远待在你表演的
安全区吗？’这句话蛮刺激我
的，我就毅然决然地去了。”

在此之前，陈赫也想过突
破安全区：“以前没人找我拍
这类戏。可以说，我已经准备
好了，但很多制片方没有准备
好。”这次得以实现突破，陈赫
十分感谢五百：“这个角色的
方方面面，都是我以前没演过
的。从来没有人找我演反派，
好像当时所有的制片人也都
反对我来演这个角色，是五百
力排众议，认为我合适。”

陈赫的长发造型，对找到
这个角色的感觉很有帮助，但

他表示，接受这个造型的过程
很煎熬：“知道要戴假发时，我
都蒙了。我花了十几天去适
应这个头发，太难了。风吹到
脸上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话，我也完全不会撩头发……
我更喜欢定妆时，回忆镜头里
出现的短发背头造型。”陈赫
感叹：“为了戴假发，我得提早
一个半小时起床化妆。我这
次感受到了古装剧演员的不
容易。”

摆脱“总裁”范儿，饰演善良狙击手……

黄轩：
枪战戏、动作戏，
我全都训练过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瞄准》中，黄轩一改
近两年在《亲爱的翻译官》
《创业时代》《完美关系》等
多部职业剧中打造的“总
裁”戏路，首次在年代剧中
饰演枪技卓绝的狙击高手
苏文谦。昨日，黄轩接受
了记者采访，分析角色、畅
谈拍摄经过。

从《芳华》到《只有芸知
道》，再到《瞄准》，这是黄轩
与杨采钰的第三次合作。
戏里两人前期是互相看不
顺眼的冤家，争吵戏份颇为
激烈，但随着剧情发展，他
们逐渐成为默契的搭档。
黄轩感慨道：“我们真是挺
有缘的，一次比一次更熟
悉，合作起来也更轻松、默
契。”

《瞄准》是黄轩与陈赫
的首次合作。陈赫在受访
时夸赞黄轩是温暖的男孩，
黄轩也对陈赫不吝赞美之
词：“他非常随和，做什么事
都有商有量，合作起来非常
舒服。”黄轩透露，陈赫还在
片场教他玩抖音：“那时，我
没有玩过抖音，他希望我能
跟他一起玩。但我觉得好

像没那么好玩，所以就常看
着他玩。”

这两年，黄轩不断有作
品推出，既有《芳华》《妖猫
传》等口碑电影，又有《海上
牧云记》《创业时代》《完美关
系》等掀起话题热度的电视
剧。他说：“电影和电视剧演
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现在
有很多精品剧集，演员不会
再局限于某一方面，很多演
员都是两种类型都拍。”

今年下半年，黄轩领衔
主演了正午阳光的脱贫攻
坚剧《闽宁镇》，他在剧中饰
演一位带领乡亲们开拓创
新的基层干部，而他主演的
电影《她杀》《乌海》《1921》
也有望与观众见面。黄轩
表示：“我会一直尝试各式
角色，不断突破。”

《瞄准》的合作，让陈赫和五百导
演建立了深厚情谊：“拍完这部剧，
我好像都成他团队里的人了。他很
有魅力，会把身边的一帮兄弟聚到一
块，为梦想共同拼搏、创作。”陈赫也
从五百身上找到了安全感和信任感：

“大学时，老师告诉我，一个好演员
要做导演最好的工具。你要像水一
样，导演把你倒在任何一个形状的杯
子里，你都要变成杯子的形状。”

今年，陈赫还与五百合作了电

视剧《盛装》。陈赫说：“我和五百养
成了一种默契，在一起时连戏都几
乎不讲，一个眼神就懂彼此了。他
经常让执行导演到现场，说让我再
演一条。我问执行导演，该怎么
演？执行导演就说，导演说你懂的，
我就懂了，就是这么默契。”

对于未来接戏，陈赫很坦然：
“我没预期过自己要演什么角色，有
这次这样的好机会就抓住。如果一
辈子让我演喜剧，我也愿意。”

2009年，陈赫凭借《爱情
公寓》中曾小贤一角走进大
众视野，曾小贤幽默风趣、

“贱萌”搞怪的人设，一度与
陈赫画上等号。之后，陈赫
在《医馆笑传》《极品家丁》
等影视作品中，进一步确立
了喜剧演员形象。陈赫强
调，这次扮演“冷酷杀手”并
非刻意转型：“演员就是要尝
试不同的角色，这次我很幸
运能遇到一个好剧本、好导
演。”

陈赫曾是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的演员。“从毕业第一年
开始，我就一直在演话剧，在
舞台上尝试了很多不同角色，
只不过话剧的受众相对少一
些，而《爱情公寓》拍得比较
早，知道的人会更多一点。”

《瞄准》播出后，不少观
众表示一看到陈赫出场就想
笑。对此，陈赫说：“‘曾小
贤’能被大家记住，我很幸
运。观众的反馈也在我的意
料之中。作为演员，我只能

尽力演好每个角色，包括这
次的‘池铁城’，至于大家喜
不 喜 欢 ，我 只 能 说 我 尽 力
了。”在他看来，这次表演让
他有了一展拳脚的机会，“收
起‘搞笑’变‘冷酷’并不难，
这是演员的基本能力。”

对于一些观众的“不习
惯”，陈赫有话说：“我演曾小
贤、参加综艺、开火锅店、玩
直播、做服装，让更多人熟悉
了我，有时也会被质疑，但每
件事，我都在努力做好。”

开播12年，记者探班第2000集的拍摄

《72家房客》迎“双喜临门”
今年，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与珠江电影集团联

合出品，南方卫视和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
制作的大型系列情景喜剧《72家房客》迎来在南
方卫视播出的第12个年头。

10月15日，《72家房客》在珠影集团摄影棚
进行了第2000集的拍摄。羊城晚报记者前往探
班，见证了太平街街坊喜气洋洋的一天。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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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刻意转型C

未来不会设限D
黄轩黄轩、、陈赫在陈赫在《《瞄准瞄准》》中都有突破中都有突破

太平街张灯结彩太平街张灯结彩 街坊们欢聚一堂街坊们欢聚一堂

太子炳和八姑为喜事出钱出场地太子炳和八姑为喜事出钱出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