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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在剧中首次出场，是
其饰演的王儇举行 15 岁及笄
礼。章子怡在拍摄该剧时 38
岁，真实年龄与角色初登场的年
龄相差甚远。该剧播出后，网友
认为其面容、神态并不符合剧中
角色设定，“看着她脸上和脖子
上的皱纹，实在没法相信这是一
个15岁的少女”。

但在该剧播出过程中，“章
子怡少女感”的话题仍被推到
微博热搜，令外界猜测这是否

演员或剧组的营销行为。对
此，章子怡本人曾发微博澄清，
并对片方和平台表达不满：“片
方和平台别再消费我营销‘少
女感’了！‘少女感’没有什么不
好，但请别强安在我身上！我
演王儇的时候 38 岁，下个月
42，这两个数字哪个跟‘少女’
有关？我是很清醒的！接到剧
本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要跟阿
妩一起成长和变化，观众是需
要一个清净的环境去了解和认

识‘她’的。我是本本分分地塑
造角色，其他对我的消费大可
不必！”

随着剧情的发展，章子怡饰
演的王儇将从一个天真烂漫的
世家少女成长为有胆识有权谋
的乱世王妃。有网友表示，撇开
最初几集的年龄感问题，章子怡
的表演并未愧对其多年的表演
功底。例如第 12 集中，王儇教
训丫鬟杏儿时，章子怡惨白的面
容与有气无力的台词精准演出

了大病初愈的味道。不过，也有
不少网友认为，章子怡在该剧中
的表现未如预期中出彩，“即使
抛开‘少女感’不谈，她的表演
也缺乏惊喜”。网友的争议点主
要在于她的眼神和表情，有网友
认为章子怡在不少场景中眼神
空洞，缺乏神采，甚至有评价说

“像在演盲女”。其面部表情，
也被部分网友评价“演啥都差不
多”，“一副苦大仇深的倔强模
样”。

《老爷保号》
全新诠释“潮文化”

由广东省电影局主办、广东省电影行
业协会等承办的“2021广东优秀电影观
影推介会之《老爷保号》电影专场”近日
在广州塔空中影城举行。这部潮汕电影
采用潮汕籍班底和演员，片中 90%的语
言为潮汕话，还将年轻人喜爱的说唱和
国家级非遗项目潮剧相结合，可谓“潮
味”十足。影片将于1月15日正式公映。

影片的主角是一群叛逆爱闯祸的少
年，做着Hip Hop音乐梦的他们被外界
嘲笑，但凭着梦想和热血以及母亲那句

“妈妈支持你”，最终成功组队“老爷保
号”并踏上说唱舞台。影片从片名到台
词处处提到“老爷保号”，主创介绍，这
是潮汕人的流行语，寓意平安和顺利。

有意思的是，影片的制作班底中有
不少人是首次合作，是潮汕这个共同的
家乡让他们聚到了一起。影片总制片杜
元骏说：“如果不是这部电影，我还不知
道原来电影圈中有这么多潮汕人。”

从《爸，我一定行》到《英歌魂》，再到
如今的《老爷保号》，近年来，潮汕题材电
影有走向大众化的趋势。在《老爷保号》

中，年轻的嘻哈歌手从一开始不欣赏
母亲喜爱的潮剧，到后来慢慢理解母
亲、理解潮剧，最后在潮语说唱音乐的
创作里主动加入潮剧元素，更将潮剧
的服装和唱词带上说唱舞台。杜元骏
表示，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唤醒年轻人
对“潮文化”的传承意识：“潮剧是我们
潮汕人的一个标志性文化，我想让更
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接受它。”

据悉，由于潮汕语言中部分文
字难以书写，摄制组全程采用同期
声收音，以保证语言的原汁原味。
但这给拍戏带来了很大困难，一次
剧组遭遇大风大雨，大伙儿连续工
作了16个小时，直到积水涨过膝盖、
雨声盖过现场音，才顺利收工。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故事是
根据潮汕著名说唱团体“一指”的真
实经历改编的，队长“香菇”还为电
影进行了音乐创作。此外，影片邀
请了潮汕知名演员蔡爱平、许守和、
纪传泽以及潮剧老艺人李莲香等人
出镜。 （李丽 卫弥萱）

由国家广电总局策划、组织、指导的
现实主义大戏《山海情》昨晚登陆北京卫
视、浙江卫视等平台。作为“理想照耀中
国——国家广电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剧目，《山海情》
从上世纪90年代的宁夏西海固出发，还
原扶贫故事，传递人们在脱贫攻坚过程
中的奋斗情怀。

《山海情》由正午阳光
出品，高满堂任剧本策划，
孔笙、孙墨龙执导，侯鸿亮
任制片人。这个金牌团队
以呈现个人命运与时代洪
流的碰撞见长，其过往作品
大多以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为切入口，对一段悠长的历
史进行回溯，并由此刻画某
类典型群体。此次《山海
情》便将目光投向了扶贫题
材，聚焦西北老百姓生活的
巨大变化，生动刻画了他们
如何脱贫致富、如何脚踏实
地追求美好生活；用平民视
角，以点带面将扶贫工程的
宏伟蓝图铺展开来。

“总局提出了平民视
角、国家叙事、国际表达这
三点要求，一开始我是懵
的。”制片人侯鸿亮坦言。
不同于《大江大河》有将近
十年的时间打磨，《山海

情》的拍摄可以用“时间
紧、任务重”来形容。无论
对观众还是对从业者而言，
扶贫题材都相对陌生，但该
题材背后蕴含的意义却格
外深远，侯鸿亮也坦言“越
扎根到生活，越能感受扶贫
题材的魅力”。如何呈现出
其应有的格局，成了团队创
作时面临的一大难题。通
过对扶贫工作的深入了解
以及在闽宁两省多地的实
地走访，侯鸿亮认为如今的
《山海情》已找到了适合电
视剧的表达：浓郁地道的西
北风情、群星加盟的演技保
障、“扶贫也扶志”的价值
观。侯鸿亮相信，《山海
情》“将不可能做到了可
能，开拓了更多新的创作思
路”。

首次出演电视剧
《上阳赋》豆瓣评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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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里是团宠
戏外遭群嘲

现
实
主
义
大
戏
《
山
海
情
》
昨
晚
开
播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王
莉

《山海情》拥有优秀的
幕后团队和扎实的剧本，
吸引了一众戏骨加盟。剧
中，张嘉益饰演马得福的
父亲马喊水，他是一个脾
气有点火爆却颇受村民信
任的代理村长，既有老一
辈农民的憨直朴实，也有
以儿子为傲的传统父亲特
质。对马得福而言，马喊
水既是庇护者，也是领路
人。张嘉益形容：“年轻人
渴望出去见识新的世界，

要求变得更好，老一辈却
留恋故土。马喊水的作
用，就是把村庄里的两代
人连接起来。”

除了亲情的支持，以
陈金山（郭京飞饰）、凌一
农（黄觉饰）为代表的福建
干部和技术人员也是马得
福的强大后盾。得益于他
们的对口帮扶，飞沙走石
的“干沙滩”变成了寸土寸
金的“金沙滩”。除此之
外，《山海情》还邀请闫妮、
姚晨、陶红、祖峰、王凯、白
宇、郎月婷等众多实力派
演员助阵。

黄轩饰演《山海情》的
主角马得福。这是一名刚
从农校毕业的年轻村干部，
脸庞黑红、乡音淳朴的形象
完全打破了黄轩过往在观
众 心 目 中 温 润 儒 雅 的 印
象。他如此解读这个角色：

“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
个农村角色，之前也没有演
过扶贫题材。除了好奇之
外，我感到更多的是敬佩：

扶贫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
事情，是值得歌颂的。马得
福是一个基层干部，他简单
纯粹，带着一些执拗。他从
不抱怨，积极为乡亲们解决
问题，真心希望大家能够脱
贫致富。”

从劝说村民完成“吊庄
移民”工作，到借助“东西协
作”扶贫政策带领村民致
富，马得福的“当家”之路充

满困难和挑战。黄轩感叹
“这个人物太难了”：“从头
到尾，马得福就没消停过一
天 ，有 时 候 还‘ 里 外 不 是
人 ’，扶 贫 工 作 真 的 太 难
了！我演着演着就觉得，换
作是我，可能不会有那么好
的耐性。基层干部真的不
容易，什么事都得管，什么
苦 都 得 往 自 己 的 肚 子 里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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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轩突破形象演村干部

张嘉益郭京飞戏骨加盟

《点点星光》
讲述广州孩子真实故事

在第 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荣获“最
佳儿童片”之后，儿童励志电影《点点星
光》即将于 1 月 15 日全国公映。1 月 11
日，《点点星光》在广州蓓蕾剧院举行首
映礼，该片也是2021年度“首映在广州”
项目的启动影片。《点点星光》由中共广
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
导，广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导演谢德炬
将广州市花都区七星小学跳绳队勇夺世
界冠军的真实故事搬上大银幕，无论是
故事原型还是拍摄手法，《点点星光》都
充满了浓郁的“广州味”。

《点点星光》最初源自2014年的一则
新闻报道。当时，谢德炬是广州电视台的
一名新闻编审，一条花都七星小学跳绳队
的报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想到跳
绳竟然可以快到连绳子都看不清。”两年
后，谢德炬转型当导演，他先是以跳绳队
为原型拍了一个公益广告，收获了不少好
评；后来在各界的支持下，他进一步将其
改编为剧情长片，便有了《点点星光》。

在金鸡奖获奖之后，《点点星光》陆
续做了数场试映会，谢德炬在首映礼的
采访中透露了他的观察心得：“很多成人
观众都看哭了，小孩子反而大多笑着看
完。家长们的关注点在于，片中那些穷
苦的孩子可以通过奋斗改变命运；但小
孩子更纯粹，他们觉得跳绳很好玩，看完
电影之后就想加入跳绳队。”

《点点星光》由花都七星小学跳绳队
的小队员及教练赖宣治本色出演。调教
毫无演戏经验的素人演员是否有难度？
谢德炬说：“我反而不喜欢用那些拍过很
多广告的儿童演员，更希望孩子们能本
色演出。在拍摄《点点星光》的过程中，
我根据小朋友的特点设计剧本，给他们
空间发挥。到了拍摄的中后段，我通常
只给孩子们讲一个剧情梗概，他们就可
以自然地表演出来。”

谢德炬表示，他未来也会专注于儿
童电影的拍摄：“《点点星光》拍了农村儿
童的故事，我的下一部作品希望可以聚
焦城市里的孩子，关注他们的学业压力、
与父母的关系等。” （胡广欣）

拍出扶贫题材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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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

由章子怡、周一围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上阳赋》近日在优酷视
频播出，该剧根据寐语者小说《帝王业》改编，讲述了章子怡饰演的
王儇与周一围饰演的萧綦因为一场权力的交易，先婚后爱、共定天
下的故事。目前，该剧的豆瓣评分为6.0，刚上“及格线”。

作为章子怡首部出演的电视剧，该剧早在2018年拍摄时便
吸引了不少关注。但这部杀青于2018年11月的电视剧直至播
出前一天（2021年1月8日）才宣布定档，男主角也并非网传
的梁朝伟、胡歌、刘烨或张震，而是演技竞演类综艺《演员的
诞生》冠军、在节目中被“导师”章子怡力捧的周一围。

《上阳赋》播出后，引发网友热议。除了剧组演员整体
年龄偏大、部分演员与角色不贴合等问题，焦点还是集中
在曾拿过多个电影类表演大奖的章子怡身上。

除了女主角年龄偏大，《上
阳赋》的其他几位主演也因年龄
问题引发争议。64岁的赵雅芝
饰演王儇的母亲，41 岁的左小
青饰演的谢宛如出场时还是未
嫁少女，36 岁的刘芸则饰演王
儇的小丫鬟苏锦儿……此外，饰
演三皇子的杨祐宁被网友吐槽
形象黝黑粗糙，不符合原著“京
城美少年，风华第一，风仪俊雅，
温雅如玉”的角色设定，与章子
怡之间也缺乏CP感。有网友调
侃道：“《上阳赋》改名叫《重阳

赋》可能更贴切一些，这简直是
一部中年偶像剧。”

倒是之前曾因其他作品被
部分观众吐槽“油腻”的周一围，
此次饰演久经沙场的将军萧綦，
演出了边关大将的有勇有谋及
对恋人的一往情深，受到网友的
普遍好评。此外，饰演王儇父亲
的于和伟也被网友称赞为“整部
剧的高光角色”。

除了演员，《上阳赋》在剧
作上的玛丽苏设定也被吐槽太
老套。包括太子、三皇子、萧

綦、忽兰王子贺兰箴等在内的
一众主要人物，哪怕只是跟女
主人公进行短暂的接触，也会
深陷爱河无法自拔。“万千宠爱
集于一身”“得郡主者得天下”
等台词，让网友吐槽“闻到了久
违的玛丽苏味道”，“看个开头
就能猜到结尾”。除了女主人
公，男主人公同样拥有耀眼的
主角光环。剧中，萧綦一人单
挑千军万马，还斩杀了敌首，战
无不胜的设定令网友嘲笑他是

“开挂的工具人”。

被群嘲，不止因为演少女

玛丽苏，万千宠爱在一身

黄轩饰演村干部马得福黄轩饰演村干部马得福

章子怡章子怡、、杨祐宁被指缺乏杨祐宁被指缺乏CPCP感感

周一围表演受认可周一围表演受认可章子怡担纲章子怡担纲““大女主大女主””

影片讲述潮汕说唱音乐人的故事影片讲述潮汕说唱音乐人的故事

导演谢德炬导演谢德炬（（右一右一））与七星小学跳绳队与七星小学跳绳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