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 张小青

社 址 :南阳市七一路 183—1号 邮编 :473014 广告经营许可证 :宛工商广发登〔2017〕04 号 新闻中心 :63137811 新媒体中心：63131339 办公室：63131810 广告中心 :63137283 63155218 发行中心 :63168164（投诉） 63162210（征订） 印刷：南阳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63152823

B4 组版 杜东霖 校对 徐 霖

■2019年 3月 14日 星期四文娱新闻

■人物
颠覆父亲形象，

惹来最大争议
《都挺好》最新播出的几集中，

出现了这样一幕：二哥明成为了给

老婆朱丽出气，对妹妹明玉一顿拳

打脚踢，明玉喊大嫂吴非报了警。

明玉住院后，跟小时候一样，苏家

没人关心她的死活。朱丽只想着

怎么向明玉求情把老公救出来，明

成却没有丝毫忏悔之心。大哥明

哲忙着上海的工作无暇顾及，老爸

苏大强不仅不过问明玉的伤情，还

吵着要吴非跟他去看房……

朱丽让苏大强管管家里的

事，苏大强却又一次面朝着墙摆

出“鸵鸟”的姿态。朱丽气炸了，

发表了一段肺腑之言：“妈去世以

后，您是这个家唯一的长辈，您不

应该管吗？他苏明成是您的亲儿

子吧？苏明玉是您的亲女儿吧？

儿子要打女儿，女儿还要起诉儿

子，那说来说去都是你们苏家自

己的事，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是

您这个当爸的没有尽好当长辈的

责任。所以我今天逼您了，这事

您管得了得管，管不了也得管。”

而苏大强则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我头疼，我想静静。”

苏大强这个角色，颠覆了观

众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因此惹来

最大的争议。

作为一个“人”，他没有自我

在开头几集里，苏大强的懦弱

无能，看似是因为被苏母管得太

死；后来，明成跟朱丽说，苏母之所

以处处管着苏大强，是因为“不管

不行”；最近几集中，苏大强的兴风

作浪，印证了明成的话……有网友

站出来现身说法，证实生活中确实

有苏大强式的人存在，只是剧中做

了一些戏剧性的夸张表现。

作为一个“人”，苏大强没有

自我，一直被家人、命运推着走。

他在家中没有主导权时，对老婆

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而当

他拥有掌控权后，就开始像吸血

鬼一样向家人索取。更可怕的

是，他手握权力，却没有与之匹配

的管理人生的能力。明成得知父

亲沉迷买彩票时提醒他：妈说你

没有偏财运，别做这个梦。可苏

大强不听：“我偏要捞个偏财给你

看！”果不其然，苏大强被所谓的

理财公司骗走了全副身家。

作为丈夫，他只懂逃避

对于苏家父母的婚姻，《都挺

好》的原著小说中有交代：苏母赵

美兰原是县医院的护士，年轻貌

美，与苏大强相亲后大失所望，想

就此作罢。没想到苏大强回家后

不吃不喝，不娶到赵美兰誓不罢

休。苏大强的母亲便向女方许

诺，如果结下这门亲，他们可以帮

赵美兰的哥哥解决城市户口和工

作的问题。赵美兰就这样被迫嫁

给了苏大强，这段婚姻从一开始

就是一种物质交换。

赵美兰入门后，在家中掌握

了主导权，大小事都由她一个人

说了算。而苏大强天性懦弱无

能，也懒得管。但凡夫妻出现纷

争的火苗，苏大强不是上厕所，就

是一言不发面壁思过。

作为父亲，他一味索取

作为一个父亲，苏大强与现实

中很多父母一样，把自己的人生寄

托在子女身上。而他更放大了“养

儿防老”的功能，保留了封建家长

的权威意识，却选择性地忽略其责

任。他和子女间缺乏正常的互动，

更多的是搬弄是非：他给大儿子打

电话，吐槽二儿子对他照顾不周，

让大儿子赶紧接他去美国；在其他

人面前只字不提明成夫妇还钱给

他的事，让明哲、明玉认为明成仍

然在“啃老”……为什么要搬弄是

非呢？因为他一切皆从自身利益

出发，从来不曾考虑子女的处境。

在这个父亲一直“缺席”的家

庭，子女的心理也出现了偏差。

大哥苏明哲成了“愚孝”代言人，

虽然他在海外待了十年，但愚孝

的种子早在老宅时已经埋下，如

今有妻有女的小家本就过得十分

拮据，他仍想着满足老爸的一切

愿望，他的行动逻辑是：我是苏家

长子，打肿脸充胖子我也要承

担！老二苏明成是典型的“妈

宝”、“巨婴”，母亲在世时，他备受

呵护；母亲走了，他就全面失控，

无力招架父亲的索取和生活的压

力。而老三苏明玉则对男人充满

了不信任，自立自强而至心硬如

铁，直到她遇到“厨神暖男”石天

冬（杨祐宁饰）……

■舆论
观众理性看剧，

演员没有遭骂
《都挺好》剧中时间背景虽然

设定在 2019年，但其实是脱胎于

原著小说，讲述一个十几二十年

前的中国故事。不少网友评论

说：我 50 岁的爸就是苏明哲，我

70岁的爷爷就是苏大强，我 80岁
的奶奶就是苏母……虽然年代气

质不尽相同，但道理都是相通

的。《都挺好》撕开了不少中国式

家庭背后的真相，当所有人表面

和气地说着“都挺好”的时候，可

能是“都不好”。如果能正视这些

真相，并尝试理解，已然是件不易

之事——这也是这部剧的成功

之处。

这部剧播出后引发了无数观

众共鸣，而值得安慰的是，观众在

批评三位男性角色时，并没有对

演员进行人身攻击。饰演苏大强

的倪大红为角色增加了不少风格

化的细节，还被网友们截图做成

了搞笑表情包。

饰演苏明哲的高鑫，早年因

在《情深深雨濛濛》中饰演“尔

豪”，拥有了良好的观众缘。近

年，他参演了《战长沙》、《北平无

战事》、《琅琊榜》等多部“正午阳

光”出品的热播剧。在《都挺好》

中，高鑫演活了一个家庭长子的

形象。最近受访时，高鑫道出了

他对角色的理解：“我觉得老大的

想法没有错，只是他在回报父母

的时候，超出了自身所能承担的

范围。”

饰演苏明成的郭京飞是“TF
老 boys”成员，以幽默、接地气

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他此前曾

在《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中饰演

大反派濮阳缨，当时观众不仅没

骂他，反而让角色“卡粉男孩”

的美妆话题上了热搜。这次《都

挺好》没播几集，郭京飞又依靠

演技圈粉。尤其是明成跟大哥、

父亲吐露自己的难处一场戏，两

分钟一气呵成，情绪从愤怒到平

静 、 再 到 委 屈 、 最 后 回 归 平

静……郭京飞再一次实现了靠反

派角色圈粉。⑯1
（据《羊城晚报》）

京味题材南北通吃
老少皆宜

《芝麻胡同》以 1947 年的老北

京为背景 ,通过讲述酱菜铺老板严

振声 (何冰饰)、牧春花 (王鸥饰)、林
翠卿 (刘蓓饰)等人的故事 ,反映了老

北京底层百姓有里有面、有滋有味

的百态人生。近年来的电视屏幕

上 ,并不乏《芝麻胡同》这样的京味

电视剧 ,比如《正阳门下》、《情满四

合院》、《正阳门下小女人》等 ,而它

们与《芝麻胡同》一样 ,都由导演刘

家成执导 ,连续多部作品让他成了

京味题材专业户。

虽然位居北京一隅 ,但是京味

电视剧却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 ,
与 2015年那部收视颇高的《情满四

合院》一样 ,《芝麻胡同》如今又连续

拿下收视冠军。在刘家成看来 ,地
域的就是民族的 ,“只要你是一个准

确的表达 ,一种跟观众心与心的交

流 ,就不会有南北界线”。

其实京味题材一直以来都是

国内观众所钟爱的电视剧类型 ,既
有讲述民国京城大宅院的 《大宅

门》 ,也有讲述琉璃厂故事的 《五

月槐花香》、《琉璃厂传奇》；既有

挤在北京大杂院的 《贫嘴张大民

的幸福生活》 ,也有住进楼房的情

景喜剧 《我爱我家》；既有关于部

队大院子弟生活的 《与青春有关

的日子》、《血色浪漫》 ,也有关于

四合院里老百姓生活的 《正阳门

下》、《情满四合院》。

这些电视剧通过一个个鲜活

的人物和生动的情节把北京风貌

传递出来 ,剧中的那些四合院、琉璃

厂、部队大院、京腔京韵、爷儿大妞 ,
也为观众钩织起了对于那个年代

中国的想象。刘家成的京味题材

电视剧的观众中有不少是 90后、00
后 ,很多年轻人问他 :“当时是这样

的吗?”刘家成觉得 ,正是因为年轻

人对于当时历史的不了解 ,反而让

他们觉得这种题材很新鲜。“京味

只是一个背景 ,情感是共通的 ,它打

通的是现代跟过去的壁垒。”

不盲目追求潮流
成就经典之作

京味电视剧能够受到观众喜

爱并且屡屡成为经典作品 ,就在于

其坚持用现实主义风格创作现实

主义题材 ,用地道的北京话来说就

是——讲究!
《大宅门》讲述老字号药铺百

草厅的兴衰荣辱 ,《贫嘴张大民的幸

福生活》通过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

展现小市民的喜怒哀乐 ,《血色浪

漫》使观众体味了特殊年代青年人

的萌动青春 ,《情满四合院》用一个

小院落见证了时代变迁 ,而《芝麻胡

同》则在酱菜铺里反映人生百态。

曾经有人质疑刘家成的京味

故事不够时尚 ,但他认为 ,“如果太

紧跟潮流 ,它热得快 ,退得也快 ,我们

踏踏实实讲故事 ,我们不追潮流 ,潮
流永远追不上 ,你永远跟在后面

跑”。他说 :“我是百姓当中的普通

一员 ,能打动我的 ,我相信也能打动

广大的观众 ,你要该坚守的就坚守 ,
不能一切都将就市场 ,那样就更没

有市场。”

在刘家成看来 ,现实主义题材

无非就是客观真实的表达 ,“这种真

实来自于细节的真实。《芝麻胡同》

里的胡同是实打实的胡同 ,包括沁

芳居周边 ,都是按照过去的大栅栏

儿设计的。”为了呈现出典型的老

北京风貌 ,他们前后花费了大概 130
天的时间完成了 16000多平方米的

置景。

大到场景 ,小到衣服 ,京味电视

剧都在追求细节上的真实。刘家

成透露 ,为了增加真实感 ,《芝麻胡

同》里全部用新棉花做的棉袄棉裤 ,
在八月酷暑天穿着这样的衣服拍

戏 ,每拍完一场都跟洗了一次澡

似的。

刘家成执导的《情满四合院》

2018年拿到了第 29届中国电视金

鹰奖优秀电视剧奖和最佳美术奖 ,
正是因为秉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

法 ,才成就了经典之作。

不用流量明星
老戏骨挑大梁

京味电视剧能够出彩 ,老戏骨

演员的加盟绝对是重要因素。《大

宅门》里那一大堆戏骨自不必说 ,近
年来的《情满四合院》中有何冰、郝

蕾 ,《正阳门下小女人》中有倪大红、

蒋雯丽 ,如今《芝麻胡同》里又有何

冰与刘蓓飙戏。网友称赞“台词嘎

嘣脆 ,演技赛神仙 ,韵味很‘上头’”。

身为北京人的何冰是京味电

视剧中当仁不让的男主角 ,《情满四

合院》中那个“混不吝”的傻柱让他

拿下第 24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

奖”最佳男主角。这次在《芝麻胡

同》里 ,他又成了“沁芳居东家”严振

声。何冰对于两个人物有着不同

的理解 ,他形象地总结道 :“他们一

个是扬着脖儿的 ,一个是低头忍着

的。”不同于傻柱的“爆发型”人格 ,
何冰对于严振声的隐忍解释道 :“当

一个男人有产业、有家庭、有老人

孩子、有老婆丫鬟 ,拥有这么多的时

候 ,就相当于在生活这儿有抵押品 ,
不敢直腰说实在的。”

对于演员的选择 ,刘家成遭受

过不少质疑 ,“你用的都是演员 ,不
是有流量的明星”。但他认为还是

不能完全向市场低头 ,这次在 《芝

麻胡同》 中 ,他又起用了多年不拍

戏的刘蓓 ,刘蓓的精彩表演完全超

出了刘家成的预期。不跟随市场

风向选用流量明星 ,反而让京味电

视剧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 ,这给影

视 制 作 行 业 带 来 了 许 多 正 面 启

示。⑯1
（据《齐鲁晚报》）

在今年 5部入围奥斯卡最佳纪

录长片奖的影片中，《徒手攀岩》以

其“用生命在拍摄”的精神毫无意外

地捧走了小金人。纪录片中的主人

公亚历克斯已成为创造历史的人

物，他在绝壁上的孤身悬命和无所

依托，更深地刺激到人们的内心，去

思索生命更丰富的层次和更多的可

能性。

如果没有《徒手攀岩》制作团队

的拍摄，观众恐怕无缘得见这个不

可思议的冒险行为。

在这个专业的团队中，导演兼

摄影金国威和伊丽莎白·柴·瓦沙瑞

莉，是一对华裔夫妇，两人之前曾合

作拍摄了纪录片《攀登梅鲁峰》，影

迷评价说：“世界上最好的两部攀岩

电影，都是这对夫妻拍的。”

金国威除了担任导演和摄影师

外，还是世界级探险家和美国《国家

地理杂志》著名极限摄影师，上天入

地是他的日常工作，与《徒手攀岩》

的主人公亚历克斯相比，他的传奇

故事毫不逊色。

徒手攀岩的镜头
连摄影师都不敢看

徒手攀岩被视为十大危险运动

之首，指的是单人徒手无保护攀登，

攀登者不携带任何攀爬工具和绳索，

所有装备只有登山鞋和石灰粉，他们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只能与岩壁和呼

啸而来的山风直接对抗，独自面对攀

登途中发生的一切，要么成功，要么

死亡，死亡率几乎是 50%。正如纪录

片中的一位人士所形容的那样：“徒

手攀岩如同是你去参与一项奥运会

的项目，但你只有两个选择——得

到金牌，或者死去。”

生于 1985 年的亚历克斯是徒

手攀岩界的大神，也是一位狂人，之

前关于他在网上最多的搜索是“亚

历克斯死了吗？”受父亲影响，11岁
的亚历克斯开始攀岩，18岁被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但他 19岁就

辍学了，“我对我学的东西不是很有

激情，我对其他学科也没什么兴趣，

我真正觉得有激情的就是攀岩。”

辍学之后，亚历克斯弄了一辆

房车，一住就是十几年，开着车跟着

天气走，寻找适合攀岩的地方。

在攀岩领域，亚历克斯传奇颇

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纪录片《徒

手攀岩》中记录的亚历克斯个人最

为野心勃勃的一次挑战——征服

“绝对的攀岩圣地”酋长岩。

在亚历克斯之前，从未有人以

无保护的方式登顶过酋长岩。位于

美国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酋长

岩，是全球攀登界最有影响力的巨

石，这块花岗岩大石，最高的垂直落

差超过 3000 英尺（900 余米），被称

为“攀岩宇宙中心”，是世界上最难

完成的攀岩之一。一般攀岩高手在

有保护的情况下会花三到五天的时

间才能攀爬上去。但是，在 2017年
6月 3日，亚历克斯在没有绳索、安

全带及其他防护设备的情况下，仅

凭一小袋石灰粉，凭借着双手双脚，

花了 3小时 56分钟就成功登顶，亚

历克斯的这一壮举被称为是“无保

护攀登界的成功登月”、“体育界最

伟大的成就之一”。纪录片《徒手攀

岩》讲述了亚历克斯攀登酋长岩的

过程，就连摄影师也多次把视线转

移，连声说“不敢看”、“以后再也不

干这种活了”。

剧组摄影师都是
专业攀岩选手

拍摄这部纪录片显然并非易

事，首先，金国威能够导演拍摄这部

电影，缘于他和亚历克斯是朋友，作

为摄影师，金国威已经拍摄了亚历克

斯将近十年，金国威说：“我非常非常

了解他，我在现场很紧张，担心有些

事情可能会出错，但是我信任他。”

金国威表示，他们决定拍摄的

原因主要还是基于对亚历克斯的信

任：“我们一直在跟着他拍摄整个准

备过程，我清楚他明白自己身处何

处，他为完美而准备，准备之充分，此

前我从未见过。”亚历克斯在 8年前

就计划征服酋长岩，为此他进行了周

密的准备工作，对攀登的线路进行精

确划分，并且多次试攀登，可以说，最

后的徒手攀岩，亚历克斯已经胸有成

竹。在拍摄过程中，金国威与其他剧

组人员都远远观察着亚历克斯，不能

喊开拍或停止，唯恐给登山者造成压

力，金国威说：“就算计划再好，每天

依然还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会发生什

么，这是很特殊的拍摄体验。”

其次，为保证安全，整个剧组都

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攀岩选手，

金国威本人就是攀登高手。金国威

说所有工作人员在拍摄过程中都要

冒着生命危险：“我们为此准备了数

月，虽然尽力在保证大家安全，但如

果有一点差错，就可能有人丧命。”

在拍摄过程中，摄制组除了动

用无人机和直升机之外，还有 8名早

早在岩壁各处等候拍摄亚历克斯攀

爬画面的摄影师。在拍摄时，摄影师

背负几十斤重的摄影器材和攀登装

备挂在绳索上，随着拍摄需要快速上

下绳索，需具备优秀体能和熟练的绳

索操作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

打扰到亚历克斯。高空中的摄影师

随着亚历克斯一起上升，有几百米的

绳索需要打理，摄影师必须让绳索整

洁地盘在身侧，任何失误都可能造成

致命的后果，包括不小心掉落的镜头

盖、不小心踢下的石头。

最终，《徒手攀岩》用了 807 天

制作完成。酋长岩因为是整块花岗

岩，所以岩壁光滑，大多数凹凸处的

深度和高度不足 1 厘米，有些甚至

只有几毫米，在《徒手攀岩》中，大多

数镜头特意捕捉了亚历克斯用手指

扣住各个凹凸处的画面，这些镜头

让内行人看了啧啧称奇，外行人看

到也会感觉惊心动魄。⑯1
（据《北京青年报》）

《都挺好》观众理性看剧并不迁怒演员

倪大红演“坏老爸”颠覆父亲形象
正在浙江卫视、江苏卫视播出

的家庭伦理剧《都挺好》一直延续

了开播之初的热度，最近更凭借重

磅话题天天登上热搜榜。

该剧播出之初，话题焦点集中

在苏母“重男轻女”这件事上，而现

在话风悄悄转变：苏家的三个女

人——女儿明玉（姚晨饰）、大儿媳

吴非（高露饰）、二儿媳朱丽（李念

饰）被网友夸赞明事理、有担当、三

观正、行事果断；相反的，苏家的三

个男人——老爸苏大强（倪大红

饰）、大儿子苏明哲（高鑫饰）、二儿

子苏明成（郭京飞饰）则被骂惨了，

尤其是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被网

友封为“作精”，他好吃懒做、挑拨

儿女是非、一味向儿女索取……

虽然苏家男人的各种奇葩行

为让人恨得牙痒痒，但值得安慰的

是，这次骂潮并未波及演员——这

得益于倪大红、高鑫、郭京飞的演

技和观众缘，还有观众日渐趋于理

性的观剧态度。

胡同、京腔、四合院……

因为讲究 ,京味电视剧火了
由何冰、王鸥、刘蓓领衔主演的京味年代大戏《芝麻胡同》正在热

播 ,并且连续多日拿下收视冠军 ,可见观众对于京味电视剧仍是情有

独钟。从早年的《大宅门》、《五月槐花香》,到近年的《情满四合院》、

《正阳门下小女人》,京味电视剧作为国产剧中的一个独特类型 ,一直

为观众喜闻乐见。剧中的四合院、北京人、北京话 ,早已跨越了地域限

制 ,嵌入国民的共同记忆。

《《徒手攀岩徒手攀岩》“》“用生命在拍摄用生命在拍摄””

华裔夫妇拍出奥斯卡最佳华裔夫妇拍出奥斯卡最佳

苏大强表情包走红网络

《《徒手攀岩徒手攀岩》》拍摄场景拍摄场景

金国威和瓦沙瑞莉夫妇金国威和瓦沙瑞莉夫妇

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颠覆了父亲的形象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颠覆了父亲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