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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张小青

正在播出的电视剧《破冰行动》

让观众开了眼界,这部以缉毒为主题

的电视剧中,不但有毒贩和警察的双

方角力,还有刑侦、谍战、反腐等元素,
枪战、飙车、打斗的戏份也是毫不含

糊。因为敢写敢拍的大尺度,《破冰

行动》被观众称为“缉毒版《人民的名

义》”。虽然《破冰行动》不小的尺度

吸引了观众,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打动

人心,还是因为这部剧触及了更加深

层次的人性,这才是《破冰行动》和

《人民的名义》的最大优势。

尺度 :
现实是最好的编剧

《破冰行动》一开局 ,就让观众

倒吸一口凉气。大雨滂沱的夜晚 ,
村民们拿着棍棒围攻缉毒警察 ,甚
至当场销毁了警察搜到的毒品证

据。一个制毒的小马仔在审讯中居

然想用 80万买通警察 ,甚至还说出

了 公 安 内 部 月 入 300 万 的“ 保 护

伞”。在第一集中 ,男主角李飞还在

抓毒贩 ,到了第二集 ,李飞就被诬陷

为毒贩。毒贩已经猖狂到如此地

步 ,所以《破冰行动》中说“警察反倒

成了弱势群体”。这样敢写敢拍的

大尺度 ,让观众联想到了 2017年的

《人民的名义》,也有人将《破冰行

动》称为“缉毒版《人民的名义》”。

都说“现实才是最好的编剧”,
《破冰行动》以广东省 2013年“雷霆

扫毒 12·29专项行动”为原型 ,在这

次行动中 ,警方捣毁了特大制贩毒

团伙 18个 ,制毒工厂 77个 ,抓捕 182
人 ,缴获冰毒近 3 吨 ,查获了被称为

“中国制毒第一村”的博社村。如

今 ,这一惊心动魄的缉毒行动被改

写进电视剧《破冰行动》中 ,以塔寨

村的故事出现在观众面前。

该剧编剧陈育新说 ,“这部戏可

能是公安方面支持力度最大的一部

戏。”为了最大限度地拍出现实感 ,
公安部把宝贵的“雷霆扫毒 12·29
专项行动”的案底细节也交给了剧

组。观众所啧啧称奇的大尺度 ,其
实只是现实的缩影而已。

烧脑 :
不停反转的“狼人杀”

主人公李飞在中弹倒地奄奄一

息时 ,绝望地说了一句 ,“东山 ,没好

人。”在剧情高能烧脑的《破冰行动》

中 ,观众也确实不敢轻易发出“好人

卡”。看似唯利是图的贩毒头子赵

嘉良 ,竟然是警方的重要线人；看似

李飞靠山的副局长马云波 ,实则与

黑势力一帮。而一直以为是毒贩

“保护伞”的大队长蔡永强 ,则是运

筹帷幄的智商担当。难怪有观众称

《破冰行动》是一场烧脑的“狼人杀”

游戏 ,谁是“狼人”、谁是“好人”,一直

在不停地反转。

尤其是禁毒大队长蔡永强这个

角色 ,让观众见识到了高段位“预言

家”的玩法。起初蔡永强被李飞和

观众一致指认 :“坏人就是他!”可是

随着剧情的推进 ,大家发现蔡永强

原来是高段位的“预言家”,层层引

导着大家发现关键问题所在却能求

得自保。当李维民问蔡永强“你认

为塔寨村有问题吗”,蔡永强则旁敲

侧击地回答塔寨是禁毒模范村 ,看
似官方作答实则暗藏玄机。因此有

网友称他是“著名语言艺术家、职场

生存大师、东山公安局最佳辩手、看

破不说破大师、金句 boy”。
人性 :
黑白之中的灰度空间

除了尺度大开、高能烧脑之外 ,
《破冰行动》的闪光点还有许多 ,比
如老戏骨的演技 ,会用眼袋演戏的

“达康书记”这次成了李维民副局

长 ,《琅琊榜》中的“侯爷”成了冷面

毒枭林耀东。比如剧中的飙车戏、

打斗戏堪称电影级别 ,练过格斗的

黄景瑜这次在剧中实力出镜。但是

《破冰行动》最为人称道的 ,还是它

所抵达的人性之深 ,《破冰行动》写

出了黑白之中的灰度空间。

正如《人民的名义》中有血有肉

地刻画了出身寒门却又被利欲吞噬

的公安厅厅长祁同伟 ,《破冰行动》

中的最大反派——塔寨村的村主任

林耀东 ,也将自己视为村里的救世

主一般 ,看着村民们在他的领导下

安居乐业地生活而获得满足感。在

祠堂三房争斗的那场大戏里 ,林耀

东大义凛然地宣称他是在为塔寨的

乡亲们谋划 ,却对自己制毒的犯罪

行为视若无睹。

看似犬儒的蔡永强 ,却一直未

忘缉毒大业 ,办公室抽屉里保留着

毒贩寄给他的三颗子弹头 ,“不是每

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 ,但每个人一

定能成为真相”。早已同流合污的

刑侦队长陈光荣 ,讥讽蔡永强没有

跟大家一起喝上高档酒 ,而蔡永强

则坚持自己“随波不逐流”。1
（据《齐鲁晚报》）

被称为“缉毒版《人民的名义》”

《破冰行动》:尺度不小，人性更深

《《进京城进京城》》讲述国粹诞生讲述国粹诞生，，导演胡玫揭秘导演胡玫揭秘影片制作影片制作

一出戏告诉你乾隆年一出戏告诉你乾隆年间京剧起源间京剧起源

近年来关于京剧等传统曲艺文

化的电影可谓凤毛麟角，以徽班进京

为创作背景的影片《进京城》算是相

对“勇敢”。但这样的题材对京剧并

不感冒的很多年轻受众来说，即使有

王牌班底、实力卡司，也不是一个能

够讨好的题材，截至发稿前，该片票

房仅 700 多万元。对这个现实，《进

京城》的主创们大都心知肚明，但依

旧坚持着片中传递的“戏比天大”的

精神，就像《进京城》的女性导演胡玫

所说，“我拍这部戏是特别执拗的，拼

上命也要让它公映了。我始终有那

么一股劲在那儿，再难，我也必须把

它拍出来，这里面有一个文化传承的

魅力和生生不息。”

取材
邹静之三年撰写剧

本 ,胡玫四度安徽采风

从《雍正王朝》到《汉武大帝》

再到《乔家大院》，胡玫的执导风格

被她的老友调侃为是“小女子拍大

男人的历史戏”，这次她探究的是

京剧这门艺术形成的始末缘由。

胡玫初次接触到《进京城》剧本是

2015年，当时她还是个不折不扣的

京剧门外汉，“邹静之老师写了三

年，这个剧本读着就很舒服，你看

几段就知道那个时代京剧艺人的

生活氛围，打动我的还有情节，比

如讲伶人岳九勤奋练功，在豆子上

练云步，到最后为争一口气进京演

出，宁可捐出全部家当，这就是一

个久违的好剧本。”

胡玫和创作团队去了京剧的

“娘家”安徽多次，走访当地深山

老林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通

过寻访胡玫找到很多珍贵素材，

“山里人张嘴就唱。我把唱的那些

录音录下来，一句都听不懂，也

不是现在的京剧，但他们唱得特

别的投入。他们把我带到大祠堂

里，里面几百个大樟木箱子，一

打开里面全是崭新的那种穿了金

线、珍珠、玛瑙串的戏服，上面

都是‘×××在乾隆年捐’，他们都

收藏着，进行着很好地保留，整

个村子无论经历了什么，村民们

都保留了 200多套戏服。”

改编
现代恩怨情仇演绎徽

班进京

京剧作为享誉世界的民族国

粹，富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在

京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徽班进

京可谓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公元

1790年（即乾隆五十五年），为给乾

隆八十大寿祝寿，四大徽班陆续赴

京演出，并很快赢得了广大观众的

喜爱，此后，经过一大批戏剧名家以

及无数演艺人员近半个世纪的经营

和发展，最终诞生了国粹京剧。

《进京城》取材于真实历史事

件，讲述清代乾隆年间，扬州春台

班进京为皇帝祝寿，一代名角汪润

生、岳九和由马伊琍出演的凤格格

等为代表的戏迷之间发生的梨园

恩怨与爱情纠葛，胡玫介绍在故事

上做了比较大的改编：首先戏里的

主角是个旦角，同时戏里说的是春

台班的事儿，春台班按说都是小

孩，但电影里我们让它唱关公戏，

只是在扬州菊花里拍的时候，专门

让一群唱戏的小孩蹿上台来，就是

为了点上一笔。“我们其实有考虑

《进京城》公映后会不会引起争议，

也给史学专家留了牙口，你们吵起

来，那就会令事情越辩越明，也让

更多人关注京剧艺术。为了传递

国粹，有些调整也是必要的。”

角色
焦晃饰乾隆，富大龙

亲自唱戏

“要是有可能，我的每一部戏

都想让焦晃老师出演。只是一没

那么多合适的角色，二也要看他身

体情况。这次演乾隆非他莫属，他

之前就演过乾隆，对这个角色他很

熟，简直舍我其谁。”对于继《雍正

王朝》后再次与焦晃老师合作，胡

玫觉得非常庆幸。“焦晃老师觉得

在乾隆的一生当中，这个事也是他

很传奇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因为

乾隆自己很有文采，学富五车，他

能够把全国的戏剧经过一番筛选，

然后请到宫里、养在宫里，没有他

这种点石成金的能力也不可能诞

生后来的京剧。可以说对于我们

国家的国粹艺术来讲，乾隆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焦晃老师也

愿意来承担这样一个角色，他一出

场便浑身是戏。”

另外，饰演心比天高、戏比命大

的戏曲名角岳九，富大龙饰演的这

一角色在被同行陷害逐出京城之后

从未放弃练功，可谓爱戏如命。在

表演过程中，胡玫提到富大龙也赞

其敬业，戏曲零基础的他从一个手

势、一个眼神学起，跟随戏曲老师每

天早中晚三遍功，“从拍摄到杀青从

未停止，片中所有和戏曲有关的戏

他没有一个镜头用替身，全部为自

己演绎，就连岳九所有的戏曲唱段

也是由他本人亲自完成。”

访谈
尽量让更多的人看到片子

问：拍摄过程中经历了很长的

时间和磨难，你也说自己执拗，为

什么这么坚持呢？

胡玫：我觉得京剧是中国人的

根，但我们现代人缺少这种文化的

创意、艺术的传承。虽说也可能我

拍出来没多少人看，我无所谓，但

作为一个中国的导演，我不了解国

粹的艺术，是欠缺也是遗憾。虽然

我不懂京剧，但这对我来说是次最

好的学习，我可以完整我作为中国

人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更是一次特

别好的中国文化的浸润或是洗礼，

这就是我的初衷。

问：那对于《进京城》，你更希

望获得多大市场回报？更看重口

碑还是文化上面的传承？

胡玫：我不是不在意，我很在

意但我左右不了，那就随便是什么

样就什么样，我是尽力而为。至于

票房，我觉得我们控制不了、也操

作不了，说了也白说，所以就干脆

别说。只是尽量让更多的人能够

看到片子，片子的质量很重要，但

我觉得也不完全取决于片子怎样，

有时候题材可能也会有些障碍，但

是只要拍了，就没关系。1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