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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都市剧常冠一些标新立异

的前缀，比如创业爱情剧、青春赛车

剧、都市刑侦剧等，已上线的《原来

你还在这里》更是用了一个新名词

“慢食剧”，大概是想挑战一下当下

普遍的“二倍速追剧”现象。这部剧

已播出近一半，很套路的初恋倒是

拍得较惊喜，剧评人赞其“去悬浮、

去狗血、去水分”，相当朴素，收获了

不少“自来水”。

该剧根据辛夷坞同名小说改

编，讲述两个家庭背景悬殊的高中

同学苏韵锦与程铮分分合合的初恋

往事。毕业多年的苏韵锦已是商场

成功女性。某天她收到了一封高中

同学的结婚请柬，邀她参加自己的

婚礼，同时也请了她好久不见的

“老同学”程铮。于是曾经的记忆

被打捞起，由此揭开一段青春旧

梦。

“中戏同学”胡先煦和李兰迪是

00后小生小花，正是高中生的年纪
和身份，非常自如地完成对原著人

物的还原，青涩可爱恰到好处。仅

仅四集的少年时代让大批姨母粉高

呼“还没看够”，“还想看这对小年轻

再演十集怎么办？”“我加五毛钱申

请李兰迪和胡先煦再谈一百集恋

爱，两个人怎么那么可爱啊！”

前四集小演员们的演出太精彩

吸睛，以至于大学后开始替换成韩

东君和杨子姗，观众都有点难以接

受，“感觉进入成年后的戏没之前好

看，男女主角也没什么配对感”。尤

其成年版的程铮和少年版的程铮，

从神态上还能找到角色的一脉相承

之处，成年版的苏韵锦较之少年版，

则被评价“感觉不像同一个苏韵

锦”。

其实小说《原来你还在这里》曾

在 2016年 被 改 编 成 电 影《致 青
春·原来你还在这里》，由吴亦凡、刘

亦菲主演，两人从学生时代演到毕

业后步入社会。这次剧版相对小说

也做了一些较大的改动，这也是目

前部分书迷抱怨的地方。

《原来你还在这里》小说面世

时间距今11年，题材故事放到现
在这个社会来看是老套的——富家

子追贫穷女，初恋故事，男女主角

因为各种不得已加误会导致分分合

合。其实跟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

《温暖的弦》《一路繁花相送》是相

似的套路。观众对这种剧是审美疲

劳的。不过这个剧有些“意外的好

看”，也说明老套故事要突围刷存

在感还是有办法的，不外乎选角合

适、演员演技扎实，导演对剧集节

奏的调度、情感高潮的掌握等等。

有网友数了数说，《原来你还在这

里》集齐了一众宝藏演员，苏青、

蓝盈莹、檀健次等，他们都在《我

就是演员》中有过不俗表现，另外

还有马雅舒、高圣远、郭虹、侯长

荣、荣蓉等。累累累1
（据《扬子晚报》）

《原来你还在这里》

初恋故事拍出惊喜

接档《正阳门下小女人》，江苏

卫视播出又一部北京地域风情浓郁

的年代剧《我们的四十年》，继续讲

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创业故事。《我

们的四十年》由一群年轻演员领衔

主演，自20世纪70年代一直写到当
下。从第一台电视机、黑白电视到

彩色电视，倒卖电视机到进入影视

行业、电视机制造业，围绕着电视展

开了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
初的四位小人物的人生故事。

《我们的四十年》的几位主演

到第三集末尾才出现，但前两集已

经颇为精彩。围绕着肖家拥有的胡

同里唯一一台电视机，胡同里的老

少爷们为了看电视各怀心思，有人

为了看电视从四站地外专程赶来，

更有人为了独霸电视，设计用间谍

帽子迫害肖家，胡同里的孩子们更

是花样百出，模仿电视里《红色娘

子军》里火烧的情节，差点酿成烧

身大祸。这些情节在今天手持

iPad，随时拥有海量影视综艺资源
可供选择的人们看来，简直不可思

议，但其实，时光也不过才匆匆流

走40年。
讲时代变迁的故事，电视实在

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播出海报中，

各种型号的电视机围绕着四位主人

公、四合院与电视台高楼大厦融合

在一起，勾起了浓浓的回忆。值得

一提的是，《我们的四十年》的主题

曲和插曲还使用了老歌新唱的模

式，《人在旅途》、《我不想说》、《昨夜

星辰》、《问一问青春》这些记忆中熟

悉的旋律，如今听来多了一份别样

滋味。

导演王梓在谈及创作初衷时

说：“这部剧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从七十年代末刚刚出现黑白电视一

直讲到互联网时代，通过北京胡同

四家人的命运和时代变化的关系，

展现了年轻人的奋斗史。看到这部

小说十分有感触，我在电视台工作

了十年，可谓电视行业黄金的十

年，这一路电视的演变和创新大大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电视

人，与剧本的惺惺相惜是我的拍摄

初衷。”这出电视人版的奋斗史，

串联起了每一个人的青春，也串联

起了过去和未来。男主角冯都是随

着改革开放同一时代出生的人，是

充满梦想的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

对未来充满好奇，做着理想化的东

西，追求自己的梦想。女主角西

城，身上贴着“当代女强人”的标

签，和冯都青梅竹马的情感线也是

一大看点。

在京腔京韵上，年轻演员们较

之老演员还有很大差距，但他们也

在北京口音上下足了功夫。饰演冯

都的金世佳是上海人，他坦言：“拍

摄中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上的困难，

需要有北京人的行为方式和说话语

速语气，我拍摄前两个月学了北京

话，让地域性特征更加浓一些。”从

目前播出的少量戏份来看，金世佳

的北京话并不出戏。累累累1
（据《北京晚报》）

《我们的四十年》

讲 述 时 代 变 迁

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17日
晚在台北举行。大陆知名导演张艺

谋执导的电影《影》受到本届金马奖

评审会高度肯定，张艺谋凭本片获

得最佳导演。

大陆青年导演胡波的遗作《大

象席地而坐》获得最佳剧情长片、最

佳改编剧本奖。电影《影》还获得最

佳视觉效果、最佳造型设计、最佳美

术设计奖。

在大陆收获口碑和票房“双丰

收”的《我不是药神》获得最佳新导

演、最佳原著剧本奖，大陆知名导

演、演员徐峥也凭此片获得最佳男

主角。

据了解，今年共有667部影片报
名角逐金马奖，再创历史新高。累累累1

（据新华社）

第55届金马奖揭晓
张艺谋获评最佳导演

最高评分9.7分
剧本越来越丰富

根据《明星大侦探》(简称“明
侦”)的设定,节目中每期会有六位
明星嘉宾出席,扮演不同的人物角
色,他们中有一个侦探、一个凶手和
四个嫌疑人,并同处于一个固定空
间。他们要共同面对一起精心策

划的谋杀案,并需要通过搜集证据
和推理找出真正的凶手。根据节

目设定,整个过程中只有凶手一人
可以说谎,为了隐藏身份会选择嫁
祸他人,洗脱自己的嫌疑。

这种节目形态像极了线下不

少桌游会玩到的“剧本杀”,也是
之前“狼人杀”和“天黑了,请闭
眼”等推理类游戏的变体。从

“明侦”第一季开始,各种侦探小
说、悬疑故事和推理类影视都是

剧本故事的灵感来源。以刚播出

的本季第一期节目为例,明星们在
破解连环杀人案时,却发现时空的
逆转和无序的混乱,节目中的线索
也暗示了众人可能是生活在梦境

中。这种类似于 《盗梦空间》 的

设定,让这集推理的难度提升,也被
不少观众惊呼“烧脑”和“看不

懂”。整个连环案件一共用了四期

节目才完整解谜,也再次刷新了
“明侦”的节目长度。

“节目做到第四季,肯定是需要
做一些创新和提升的。”第四季总导

演何舒透露,第三季第一期播出时,
“明侦”的开分是9.7分,而第一季、第
二季如今在豆瓣的评分也依然在9
分以上,这种观众累积的口碑,既是
动力也是压力。观众会发现节目中

的故事变得越来越复杂,实景拍摄也
比棚拍提升了真实感,对参演的明星
来说,在真实的场景里搜证和推理,
显然也增加了代入感。

剧本反复推演
拍摄前基本零漏洞
“明侦”之所以能够在国产综

艺里拿到高分,也和严密的故事逻
辑、真实的道具还原以及表现精

彩的明星嘉宾有着直接关联。前

三季最受粉丝追捧的“恐怖童

谣”,被称为三季以来的“巅峰案
件”,推理剧情里经典的“暴风雪
山庄”模式被运用在剧情里,又增
加了铺垫恐怖气息的童谣,直到如
今都被不少粉丝感叹“被童谣支

配的恐惧”。

《明星大侦探》的模式来自于

韩国综艺《犯罪现场》,尽管出品方
芒果TV从韩国方买了版权,但因为
节目是剧情推理类综艺,原版播出
过的故事无法在中国版里复制使

用。何舒透露,节目在做第一季时,
韩国综艺团队的编剧和导演会来

做现场指导,导演组在学习了编剧
和拍摄的核心方法论后,韩方团队
离开,导演组还是得靠自己的团队

去做故事和设计剧情。

据介绍,每个剧本都要经历“提
案-写故事-拆分人物对应逻辑链-
攻防演习”一套完整的流程。剧本

不仅需要核心团队超过八成以上

的人都接受故事设定,同时会由推
理小说家、推理杂志主编等业内人

士进行验证。剧本完成后,导演组
会把剧本变成“剧本杀”玩一次,同
时邀请全国各地的热心观众、媒体

人和电视台同事来现场试玩。“经

过大神们试玩后,就很少再有BUG
(指逻辑漏洞)出现。”何舒说,这种严
密的剧本测试是团队始终坚持的

方法,保证节目在播出后不会被观
众挑刺。

此外,能让《明星大侦探》在网
综中得到高评价,还离不开节目中
的价值观引导。以最新播出的“走

出无名岛”为例,这次的连环案件肇
始于一位自媒体达人“甄相帝”的

离奇被杀,但剧情推理到最后,甄相
帝之死背后牵涉的是以其为首的

所谓正义联盟,在网络上以键盘侠
的身份颠倒黑白、搬弄是非,节目主
题直指如今的网络暴力现象。“将

价值观的表述巧妙地融入剧情中,
不说教,却很有启发”,是“明侦”粉
丝在节目评论中的总结。

网播有时长保证
推理综艺专业门槛高
《明星大侦探》自第一季在芒

果TV首播以来,一直以网综的形式
更新。今年6月,由原班人马打造
的 《我是大侦探》 曾经登陆过湖

南卫视,从网播节目变成了电视综
艺。可惜的是,《我是大侦探》并
没有收获与“明侦”一样的口碑,
这次网转台也留下了不少经验教

训。

何舒透露,从导演组的角度讲,
台综其实在故事和制作上并不逊

色,但作为一档推理类综艺,节目的
时长限制了能够展示的细节丰富

程度以及故事的展开程度。“台综

一期节目最多也就一个小时左右,
但网综就可以做三期、四期来讲一

个案件。”在她看来,作为一档细节
丰富又在案情上十分烧脑的节目,
很多观众在看网综时会反复拖拽

鼠标、重新回看研究细节,但电视节
目不允许这样操作。“你不可能要

求电视观众始终坐在电视机前,但
推理节目一旦错过了证据的发现

和细节推理,就容易跟不上剧情。”
这次不算太成功的实验,让导

演组更加相信“明侦”独特的网络

属性。同时,何舒也直言,推理综艺
本身在制作上也有专业门槛,市场
上也先后有其他平台尝试过这个

类型,但失败后就没人再做。“我们
很珍惜这个节目现在的状态,同时
会把自己当作竞争对手,不会懈
怠。”她说,只要观众愿意看,他们就
会一直做下去。累累累1

（据《齐鲁晚报》）

《明星大侦探》第四季刷新纪录

推理综艺打破续集魔咒

《上新了，故宫》等形式新颖、表达生动，俘获年轻观众

高分文化节目让文物活起来

豆瓣开分9.5分,不出意外的话,2018年度国产综艺最高分的桂
冠就要花落开播不久的《明星大侦探》第四季。在电视综艺普遍受

困于“综N代”的收视魔咒之时,一档已经做了四年的网综不仅打破
了续集难做的惯性,而且始终尝试创新,实属不易。

《上新了，

故宫》上线以

来，关注度不输

热门剧，好评度

较高，从片名到

表达形式都很

有特点，俘获了

年 轻 人 的 芳

心。此外，《假

如国宝会说话》

《国家宝藏》等

文化节目都从

审美上向年轻

人靠拢，让文物

活起来，让博物

馆成网红。通

过这样的交流

和沟通，观众进

一步感受到传

统文化的深厚

底蕴。

故宫，一直以来，许多人都觉得它高

远，有一种想亲近但无法亲近的距离

感。近些年，这一状况已有很大改善。

首先是源于大量周边文创产品的开发，

故宫淘宝店在2008年创办，以卖萌为主
要产品风格，至今深受年轻人喜爱。其

次是多部高分纪录片的播出，借助有趣

内容的广泛传播，600年“高龄”的“故宫”
逐渐变得青春、接地气，重新焕发活力。

2016年播出的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
修文物》，重点记录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

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宝镶嵌、宫廷织

绣等领域的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

复者的生活。随后还上线了电影版，补充

了更多的故事。该片播出之后，让更多年

轻人对故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引来两

万多年轻人报名去故宫修复文物。

此外，很多清宫剧的演绎让故宫历

史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一段历史，然而

也几乎是误解最多的一段历史。《上新

了，故宫》中，演员邓伦、周一围担纲故宫

文创新品开发员，跟随故宫专家、品牌设

计师一起进宫识宝、穿梭古今。更重要

的是，故宫博物院第一次作为出品方，给

拍摄和制作提供了最大便利：首次允许

电视节目全程在故宫内部拍摄。这档节

目对观众最大的吸引力还在于，能看到

平时参观时看不到的故宫区域。此外，

故宫相关研究者出镜讲述历史，也是正

本清源的一个好做法。

故宫需要年轻化

在中国古装剧中，乾隆皇帝可能是

出现最多的人物之一了，《延禧攻略》和

《如懿传》两部热播剧对乾隆的塑造可谓

大相径庭，所以大家对他似乎也最迷茫。

《上新了，故宫》第一期就很有针对

性，走进了暂未对公众开放的乾隆花

园。它位于故宫宁寿宫区的西北角，是

乾隆花十年时间为自己修建的颐养之

所。曾经七下江南的乾隆，对江南情有

独钟，为此，他打造了这个专属于他的

“江南世界”。就如周一围所说：“只有在

这个秘密花园里，乾隆才能够尽情地任

性着。”据悉，节目后面还将严格按照历

史还原乾隆选妃的场景，观众完全可以

把它当成历史书来看。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流量明星加

盟节目，却并无喧宾夺主之感。许多观

众表示，本来是冲着人气艺人邓伦去的，

最终却被御猫圈了粉。节目里，御猫仿

佛成了主角，串联各个环节，“科普”历史

知识。实际上，拍“御猫”是故宫博物院

院长单霁翔的主意，据说故宫里有大大

小小将近200只猫，它们被故宫的工作
人员视为“同事”，“因为有这些优秀的

‘同事’，故宫博物院里没有一只老鼠”。

萌猫的加盟戳中了当下流行的撸猫热，

有观众说：“有生之年一定要去故宫撸

猫！”

还原更真实的乾隆

虽然《上新了，故宫》第一集剪辑

有待提升、文案表述还可以更好，但

其形式足够新颖，能吸引大家看下

去。总体来看，当前文博类的节目，

无论是纪录片，还是综艺节目，都在

审美表达上越来越靠近年轻人，采用

年轻人钟爱的萌萌哒、有趣的语言风

格，让纪录片少了一份距离感，多了

些不拘一格的小情趣。

《如果国宝会说话》

讲述当年秘密

此前的《如果国宝会说话》聚焦

了中国各大博物馆中的馆藏，跳出了

宏大叙事，也不再请学者坐而论道。

创作者根据每一件宝贝的特点，量身

定制一集，一集5分钟，对接当今快节

奏的生活，尤其符合年轻观众的欣赏

口味，动画短片、故事演绎、高新技术

纷纷上阵。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宝会

说话》说的全是国宝所在的那个时代

的秘密，比教科书更生动，比综艺节

目更严肃。

《国家宝藏》

让文物活起来

《国家宝藏》则着力“让文物活起

来”，还通过邀请张国立等有影响力

的公众人物，作为“国宝守护人”讲述

文物背后的故事。经过一系列精心

包装后，文物已经不仅仅是一件件陈

列品，而是一段段能够让观众感受到

“生命”的文化传奇。

《国家宝藏》的走红，主要由于节

目形式创新带来的无穷魅力。国内

九大顶级博物馆的鼎力加盟以及众

多明星的倾情演绎，则为节目的高品

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博物奇妙夜》

“夜访”与“独享”

《博物奇妙夜》在纯网络平台播

出，马未都和他的朋友们带观众“夜

访”丝绸之路沿线的世界级传奇博物

馆，第一季包括了陕西历史博物馆、

北魏最繁荣时期的丝路起点大同、世

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北京、故宫清

明上河图3.0特展，最后，主持人和嘉
宾回到中国最早最大的私人博物

馆——观复博物馆，一起畅谈丝路文

化。其“夜访”与“独享”世界级博物

馆的体验十分吸引人，造就了节目的

超高评分。累累累2
（据《广州日报》）

文 博 类节目频出高分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