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一骢坦言，如果他今天

拍的是一部玄幻 IP，绝对请不

来这么多戏骨，“让老艺术家

演个魔尊，扮上浮夸的妆，跟

耍猴一样，他们接受不了，我

也不好意思请人家。”而 《黄

金瞳》 吸引他们的地方则是

“角色合适”。例如把梁天放在

潘家园，就像是一位倒卖文玩

的商贩，“他们也想尝试这种

没演过的另类角色。”

如今，年轻演员挑大梁的

电视剧邀请“老戏骨”加持，

似乎成为业内不成文的习惯。

虽然不少观众遗憾于戏骨做

配，但白一骢却希望这样的好

风气可以延续下去。他认为，

目前很多观众不再只希望看到

大制作、大流量，反而更期待

看到优秀的表演，这是好现

象，“但现在很少有电视剧能

让观众欣赏演员的演技了。老

戏骨不仅可以让作品多一些表

演质感，同时能让年轻演员在

片场多向前辈学习，他们也能

多花点时间跟精力在表演上下

工夫。”

戏骨做配，希望风气延续下去

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影

视行业的各类论坛均将“寒

冬”作为议会主题。随着“限

酬令”等规范的落实，行业开

始自律起来。身处一线的白一

骢，同样感受到了影视行业的

变化。他坦言，过去几年资本

大量进入影视行业，市场进入

泡沫式拔苗助长，如今“寒冬

将至”不过是终于进入了理性

调节时期。

电视剧采购价在 2017 年、

2018年经历了泡沫式上涨。当

年网传《如懿传》单集价格超过

900万已被媒体渲染为天价，但

白一骢透露，其实在 2018 年底

的时候，单集 900万已经是很平

常的价格。然而，市场采购价

的提升，并未让创作团队的素

养有所提高。过去，一个资深

导演拍电视剧的报价通常在单

集十五万到二十万；编剧若达

到十五万已算行业顶级。但近

几年，刚毕业且没有作品的年

轻导演、编剧，报价都不止于

此，“我们公司的编剧就经常被

说价格太低，因为如果获奖的

编剧价格都涨不上去，也会压

着别人都涨不上去。”白一骢

说，当去年制作公司听到演员

片酬在 8000 万左右时，第一反

应竟然是不贵，他确信整个行

业的心态确实出现了问题。

而平台也意识到了市场的

虚火，作品质量良莠不齐、财报

上十几个亿的赤字，都逼迫其

必须下调采购价格。平台采购

价格下调，直接造成制作方遭

遇前所未有的成本压力。“目前

制作公司能做的，就是在主创

层面压缩成本，因为这两年酬

劳确实涨的倍数太可怕了。这

是影视寒冬的原因，是一个现

实问题，但同样也是行业必须

面对的调节。”

平台采购费降低，制作费缩水

涂们涂们、、李立群李立群、、倪大红倪大红、、梁天等助演梁天等助演《《黄金瞳黄金瞳》》

老戏骨来配戏老戏骨来配戏
这是好风气这是好风气

为了体现原汁原味的文物交易

氛围，潘家旧货市场成为《黄金瞳》

最重要的拍摄景点。在这里庄睿利

用“黄金瞳”600块买进一个养蝈蝈

的葫芦，转手便卖出了 80万。但剧

中的潘家园并非实景拍摄，而是白

一骢掷重金在北京怀柔 1∶1搭建的

“新潘家园”，“潘家园是一个非常市

井化的市场，我们的成本无法支撑

清场拍摄。万一拍摄中你把人家掌

柜的玩意儿给磕了，虽然看不出真

假，但老板就说这东西值钱，这太可

怕了。”无论是电线杆上贴的小广告

和鸟窝，还是门口破旧的监控器，拍

摄地完全还原了潘家园原貌，以至

于白一骢请了几个潘家园的掌柜来

串戏，他们竟惊讶于看到了一模一

样的自家店面。

除此之外，剧中也出现了大量

的文物、珍宝，例如千年难遇的冰种

翡翠，价值连城的三河刘红葫芦，郑

板桥的《竹石画》真迹等。但白一骢

坦言，剧中大部分把玩的文物都是

道具组制作的“赝品”，“真的成本太

高，也很重，拿来拍摄非常危险。”例

如剧中庄睿切割的价值千万的翠绿

冰种，便是道具组用石灰、橡胶、水

泥等原材料塑制而成，后又电镀了

三层，最终盖上石头花纹的封皮，因

此即便在剧中用手电照射也可以像

真冰种一样透光，切割后可以实现

一层层绿色的效果。“我们很多东西

都可以当成 A货拿到潘家园去卖。”

白一骢笑称。1 （据《新京报》）

■幕后

每件“珍宝”都堪比真品

由张艺兴、王紫璇、李立群、王栎

鑫等人主演的电视剧《黄金瞳》正在爱

奇艺播出。该剧改编自打眼的同名小

说，讲述了一名典当行的普通职员庄

睿（张艺兴饰）因一次意外，眼睛遭到

异变，获得“黄金瞳”的超能力，并展开

以文物鉴宝为主题的冒险故事。作为

张艺兴继《老九门》后第二次出演探险

类题材，同时云集了涂们、李立群、倪

大红、梁天等众多老戏骨，《黄金瞳》在

拍摄时便备受期待。

由于得到了这群老戏骨的助演，

《黄金瞳》也因此增色不少。他们或饰

演了黑心商人、文物收藏家，或摇身一

变成为潘家园掌柜的。而近期“流量

演员过时了”的言论也开始冒出来。

《黄金瞳》总制片人白一骢说了请老戏

骨们的原因，并对“影视寒冬论”表达

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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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开播的电视剧《只为遇见

你》（上图）中，少不了走偶像剧路线

的甜蜜爱情，但其对传统工艺与匠人

精神的展现引人关注，不仅科普了不

少珠宝行业的传统技艺，颇有新意的

是，主创甚至还将推出一部纪录片作

为剧集的“衍生品”。

该剧讲述了年轻一代守护中国

传统民营珠宝企业，在竞争中顽强生

存、谋求革新的故事。剧中，文咏珊

扮演的高洁憧憬着成为珠宝设计师，

在国内老牌金饰企业芮华工作。然

而在西式珠宝品牌的强烈冲击下，传

统的国内民营珠宝企业面临着巨大

的生存危机。高洁在激烈的竞争中，

一方面备受压力，另一方面又感受到

传统工艺首饰之美。怀揣着匠人之

心的高洁，萌生尝试中西合璧设计风

格的想法，执着地追求着珠宝设计

梦。

很多女孩都喜欢珠宝，追剧还可

以了解不少传统技艺。比如锔瓷。

剧中高洁妈妈不当心打碎花瓶，外公

潘明宇打算用碎掉的花瓶碎瓷片（冰

裂纹）做个首饰。潘明宇教导高洁，

玉石、珍珠、贝母、宝石可以镶嵌到首

饰上，瓷片也可以。陶瓷的光泽、颜

色能带来别样的美，而且尺寸还能根

据设计进行调整，是用来做首饰的好

材料。设计师大赛上，高洁所设计的

项链的翅膀部分原本打算做群镶，但

因为蜡版破损、时间限制等原因不得

不简化工艺，高洁便当场将翅膀部分

的群镶改为锔瓷。

据了解，剧中还有一场凤冠修复

的重头戏。剧中高洁对凤冠的修复

产生浓浓的兴趣。凤冠可是首饰工

艺的集大成者，修复不仅要靠眼睛

看，还要动脑子，得心里把它拆解开

来。难点在于：第一，凤冠原有的宝

石是纯金托，可是多年保存中变形造

成宝石脱落，凤冠又不能拆分，现在

很难重新铸模。第二，凤冠的帽胎是

漆竹制成，时间久了开始腐朽，现在

很难找到合适的支撑物替代。第三，

也是最严重的问题，点翠脱落，可是

现在翠鸟是珍稀鸟类，现在不可能再

用真的翠鸟毛。后来高洁想到用银

鎏金，既统一色泽，又保证了亮度。

制作方在电视剧开播后，还将上

线专题纪录片《知遇珠宝人》。其中

记录了剧组走访全国各地，从矿石加

工原场地走到交易市场，采访了无数

工艺匠人与新锐设计师的过程。主

创表示，过去外界对珠宝行业人士了

解不深，但在采访过程中，看到一个

个不平凡的匠人，不断用自己的努力

把珠宝从“有价的器物”，逐渐变为有

温度和情怀的艺术。

电视剧一开篇，女主面临的一大

专业挑战，就是要在一堆白色颗粒中

找出一颗真正的钻石。于是她用涂满

护手霜的手找出几颗粘在手上的颗

粒，从而极大缩小了范围，这据说利用

的是钻石的“亲油性”。而纪录片中，

有更多更有意思的珠宝人的故事。

主人公之一广州的李小兵，将一

包 46公斤直径在 1毫米上下的宝石，

按照 0.1 毫米为单位，分成 3 万多包

小颗粒宝石，用小颗粒宝石完成过渡

色谱系，用五年时间填补了中国用宝

石完成过渡色色谱的空白。他做出

的色谱帮助宝石设计师获得了前所

未有的色彩自由度。太太觉得他干

这个不赚钱的事情太“疯魔”，但李小

兵觉得，边角料也可以变废为宝，让

更多的中国珠宝设计师有更丰富的

创作选择。“就相当于我们的调色盘，

颜色可以做得非常丰富。”1
（据《扬子晚报》）

传统工艺植入偶像剧
纪录片成影视剧文化“衍生品”

改编自金庸作品的新版武侠剧

《倚天屠龙记》（上图）正在网络平台热

播。这部 50集的武侠剧自开播以来，

从演员选角到慢动作镜头的合理性，

网友质疑声不断。目前，该剧在豆瓣

的评分仅有 5分。很多武侠剧迷表示

“只能重看老版”，更有网友认为：没有

了新一代金庸、梁羽生等武侠小说迷

做后盾，武侠剧时代已经结束。

纵观近几年的武侠剧，亮眼之作

乏善可陈。武侠剧真的难续辉煌？

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产

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鹏举和知

名导演江小鱼，他们对此发表了各自

的看法。

作为业内专家，中国电视剧制作

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鹏举为记

者梳理了武侠剧发展的历程。他认

为，以改编金庸作品为代表的武侠剧，

在中国大陆的电视剧市场走过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 80年代初，

那时港台地区制作的武侠剧开始引进

播出，受到内地观众欢迎；第二阶段是

本世纪初，内地影视人开始重拍金庸、

古龙、梁羽生等作家的武侠作品，这些

作品里注入了浓浓的家国情怀并展示

了祖国的壮美风光，因此这个阶段的

武侠剧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近

几年是第三阶段，比如前两年播出的

《新天龙八部》、《新射雕英雄传》等都

没能引起以前那样的社会反响。

王鹏举认为，武侠剧遇冷的现状

反映出当下的改编者对于新时期青

年人对生活、对社会、对世界的向往

和追求把握得不准确，没能赋予武侠

剧崭新的精神和思想状态。他说：

“艺术是要和人的精神相通的，是要

能打动人心的，所以要想把武侠剧这

个传统继续保持下去，必须要把功夫

下在这里。”

对于“武侠剧的时代已经结束”

的说法，王鹏举表示不能苟同。“武侠

剧也好，警匪剧也好，都是一种题材。

题材伴随时代的进步，总会有新的发

现、新的表现形式。武侠精神对于中

国人来说，有着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国

人的英雄情结，决定了武侠题材的作

品永远不会过时。关键看创作者能不

能根据所处的时代，把武侠情怀跟自

己所处的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

电影导演、影评人、编剧江小鱼

认为，未来的影视剧生产中，武侠剧

依然还会存在，“只是不会再是主流

的类型”。

江小鱼说，纵观这些年的电视剧

制播情况不难发现，每一次金庸作品

被改编成影视剧都会引起话题和争

议。“这就跟‘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

哈姆雷特’一样，有多少观众就会有

多少种对金庸作品改编的看法。中

国自有电影以来，尤其是后来的电视

时代，武侠作品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存

在，是华语影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

个类型”。

江小鱼认为，武侠小说对于中国

的读者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了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想象力。但新一

代武侠书迷在慢慢减少，这也是一种

必然。“随着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文学、影视的类型化越来越多，

比武侠小说、武侠剧更具工业化、更

具想象力的类型作品的出现，必然导

致武侠小说和武侠剧的受众分流。

再加上这些年拍摄的武侠剧，创作者

在传递价值观时还一直保留着传统

的状态，这必然导致武侠剧这种形式

跟年轻人群体渐行渐远。所以我觉

得不能说‘武侠剧的时代结束了’，但

它已然不是大家关注的主流”。1
（据《今晚报》）

新版金庸武侠剧质疑声不断

武侠剧，路在何方？
■尴尬:

女演员35岁后
可能无戏可拍
如今 ,运气好一点的中年女演

员 ,还能在商业片里当花瓶“打酱

油”,在家庭剧里演大妈。今年 46
岁的李冰冰 ,从 2012年开始交出的

大银幕答卷 ,全是《巨齿鲨》、《变形

金刚 4》、《生化危机 5》等大片里的

“酱油”角色。至于家庭剧里的妈

妈专业户 ,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 :潘
虹 、张 凯 丽 、何 赛 飞 、王 姬 、陈

瑾……这些女演员仍然保持着优

雅的身段和气质 ,经过多年磨练的

演技也日臻纯熟 ,然而只能位居配

角 ,出演“鲜肉鲜花”们的长辈。

如果中年女演员不想演长辈 ,
还可以卖力扮嫩演小姑娘 ,然而由

于镜头越来越高清 ,这样做的代价

可能是面临观众无情的吐槽。比

如 ,六十多岁的刘晓庆不断挑战扮

演 18岁少女 ,因让年轻男主演叫她

“傻丫头”而获封“丫头教教主”称

号；周迅演技再好 ,《如懿传》里的

少女扮相依然被观众吐槽像“黑山

老妖”；还有《正阳门下小女人》里

的蒋雯丽和倪大红谈恋爱 ,很多观

众直呼看不下去……

如果“演妈”和装嫩都接受不

了 ,中年女演员就只能进入半退休

状态 ,等待少得可怜的合适剧本。

在综艺节目《我就是演员》里 ,杨
蓉、王媛可、斓曦曾集体控诉中生

代女演员的尴尬处境 ,说只要年龄

一到 ,就会无戏找上门。杨蓉还直

言 ,明明观众和自己都不喜欢 ,她还

出演一些少女角色 ,就是怕被市场

淘汰。就连拥有国民知名度的宋

丹丹也透露 ,自己 35岁之后近十多

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戏可拍。

■困境:
中年女性影视题材
严重匮乏
“电视剧这方面稍微好一点 ,

还是有不少好的中年女性人物。

电影方面 ,商业片以讲英雄主义的

题材为主 ,主角一般都是男性。只

有当市场发展成熟了 ,才会逐渐出

现女性主义作品 ,比如近两年的

《神奇女侠》、《惊奇队长》。文艺片

往往讲普通人的生活 ,视角不会特

别分男性、女性 ,所以出现中年女

性的频率还是挺高的。”导演方刚

亮认为 ,中年女演员被漠视 ,主要还

是因为国内影视观众主体比较年

轻 ,大家都更希望看到自己那个年

龄阶段的生活 ,所以中年题材的影

视作品本身就少 ,再加上这类题材

往往以男性角色为中心 ,女性角色

便只能靠边站。

制片人瞿晓认为 ,在国内 ,各种

类型片还未形成固定成熟的观影

群体 ,导致讲述中年女性故事的电

影很难拥有市场 ,因此难以获得投

资方的青睐和创作者的关注。“我

们 35岁以上的观众就很少看电影

了 ,他们去影院要不是陪孩子看动

画片 ,要不就是看顶级大片或者

《我不是药神》这类的话题作品。

中年女性题材必然是小众 ,每年一

百部电影里能有几部就很不容易

了 ,而且我们也缺乏成熟的分线放

映制度。”

“健康的市场是什么类型、什

么年龄段主演的作品都应该有。

关于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能说清

楚的 ,但简单说 ,一些资方、平台和

编剧、导演们也有点责任。”导演伍

仕贤坦言 ,不少编剧笔下的女性角

色存在很大问题 ,“经常是男性角

色写得很丰富 ,很有爆发力 ,女性角

色就写得比较弱或表面 ,尤其是商

业片。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中年女

演员 ,正好有生活阅历 ,按说更能把

不同人物演绎得很精彩。可是许

多剧本把年龄大点的都写成比较

没意思的贤妻良母这种模式化、套

路化的角色。”

尽管女演员中年发展瓶颈是

一个全世界的问题 ,但由于市场和

文化的原因 ,国内要比好莱坞甚至

日韩更为明显。梅丽尔·斯特里

普、玛丽昂·歌迪亚、弗兰西斯·麦

克多蒙德等中年女演员是好莱坞

的中流砥柱；去年的热门韩剧《迷

雾》中 ,年近 50 岁的演员金南珠展

现了一个有着复杂人性的女性形

象；日本不少 70 后女演员如宫泽

理惠、天海佑希、菅野美穗等依旧

是日剧的主演担当。社会学家李

银河认为 ,中年女演员被漠视 ,背后

有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因素 ,整个

社会要求女性年轻漂亮 ,反映在影

视作品中便是中老年女性的边缘

化甚至“消失”。

■改变:
创作者多设计
成熟女性角色
“很多‘大叔’演员相继迎来了

演艺生涯的第二春 ,但成熟女性演

员的表演空间还是很有限。青春

当然是很美的 ,但成熟女性的美同

样是不容忽视的 ,观众甚至也是有

需求的。”编剧游晓颖感慨 ,“我们

确实有点辜负那些才华横溢的成

熟女演员。”

“一方面我们要等待观众逐渐

成熟 ,我相信等现在这批观众人到

中年的时候 ,一定会对中年题材作

品感兴趣。另一方面 ,影视产业链

的各个环节也应该更加完善成熟 ,
比如资本不要太急功近利 ,创作者

多做题材上的尝试 ,建立好多线放

映制度等。”瞿晓说。编剧何冀平

也表示 ,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
当观众看腻了“鲜花鲜肉”,有一天

他们也会意识到 ,被岁月洗礼过的

脸庞拥有另一种魅力。

“市场都这么大了 ,是时候有

一点突破了 ,你看国际上哪儿有说

人家大多数电影里的女性角色像

咱们这儿那么强调要年轻小姑娘

演?”伍仕贤建议 ,资方开发项目时

或编剧在创作时可以在这个问题

上有意识地改进 ,“比如商业片可

以想想 ,能不能把男性角色改成女

性角色 ,或者多设计几个不同年龄

段的女性角色 ,不要清一色都是二

十几岁的。写女性角色的时候 ,尽
量不要被市场数据绑架 ,可以多花

点时间和精力写得更丰富一些。”

此外 ,方刚亮表示 ,女演员也要

静下心来勤练内功 ,用精湛的演技

令观众折服。“我曾经跟陈瑾合作

过 ,她一直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道

路 ,从不嫌弃小角色 ,每一次都认真

努力地完成表演。有些事情自己

改变不了 ,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

态度面对。”1
（据《齐鲁晚报》）

柏林影后咏梅谈中生代女演员窘状：

市场给中年女演员的机会太少
“对于现在中生代女演员的

状况,我很愤怒。她们形象都很

好,人生阅历又丰富,又会表达,

可市场上给我们的机会太少了,

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审美问题。

很多观众不愿意看一个很美的

中 年 女 性,他 们 看 不 懂,只 看 年

轻漂亮的。”最近获得柏林国际

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银熊奖的咏

梅的一席话,道出了无数国内女

演员的无奈。中年女演员,除了

装嫩或“演妈”,正遭受着镜头的

漠视和市场的辜负。

《《黄金瞳黄金瞳》》 中的一众老戏骨配角中的一众老戏骨配角

4949 岁 的 咏 梅 在 柏 林岁 的 咏 梅 在 柏 林

封封后时潸然泪下后时潸然泪下

宋丹丹仅比张嘉译大宋丹丹仅比张嘉译大99岁岁，，却在电视剧却在电视剧《《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中饰演后者的母亲中饰演后者的母亲

剧中出现的仿制文物特别有质感剧中出现的仿制文物特别有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