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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辑部故事》口碑收视都不佳，
导演郑晓龙和制片人曹平接受记者采访坦言——

“新编辑”
的用心，
要慢慢发现

红色诱惑

本报长沙讯 《被解救的姜戈》因“技
术原因”于首映日当天被叫停，它能否重
回 内 地 大 银 幕 一 直 扑 朔 迷 离 。 25 日 下
午，微博爆出消息称，
《被解救的姜戈》暂
定于 5 月 7 日复映，记者随即致电中影集
团发言人蒋德富，他的答复是：
“ 目前还没
接到这个消息。如果确定上映日期肯定
会第一时间通知各个院线和影院。”潇湘
院线副总经理邹培婴也表示没听说影片
复映一事，本土多家影院也没收到发行方
的通知。
记者李芳明

经典剧新拍一直被看做费力不讨好的事，
哪怕像《新编辑部故事》这样，
新老版都是郑晓龙掌勺，
但网络普遍
评价是
“一杯是陈年佳酿，
一杯却像是掺了水的假酒”
。郑晓龙上部作品《甄嬛传》堪称神剧，
《新编辑部故事》，
会是
他的
“滑铁卢”
吗？
本报记者张磊 长沙报道

女特警加盟《士兵突击》

老剧新拍，怎么都逃不过一个“比”字。
《新编辑部故事》一开播，剧情不够幽默、台词俗套缺乏内涵、段子过时、演员
表演太夸张等各种指责铺天盖地。不过在郑晓龙和该剧制片人曹平看来，老版《编辑部的故事》是经典，观众有心
理落差是正常的，他们也不追求超越经典，
但还是请观众看完了再下最后结论。

剧情过时
怎么写也跟不上时代，
关键是植入合理

表演太过
没有一本正经讲故事，
需要观众幽默感配合

晚节不保
有创新有营养，
见证社会变迁就成功了

《新编辑部故事》开篇与老版一样以
“谁主浮沉”为题，讲述了遭遇经营危机的
《人间指南》如何求变求生。剧中也涉及
了
“出场费”
“
、曝光率”
“
、隐婚”
等娱乐圈话
题，对选秀节目、过气明星复出、恶俗炒作
进行讽刺。不过很多观众指出，很多段子
是从网上直接扒过来，
而且过时了，
语言俗
气，
缺少老
“编辑”
那种犀利深刻的冷幽默。
《编辑部的故事》编剧有王朔、冯小
刚，郑晓龙说，
“现在的编剧很难达到王朔
的水平，模仿也困难。后来我干脆解放思
想，保留语言幽默感，再把各种喜剧样式
都放进去。我相信创新性、喜剧性、带有
话题性的东西，年轻人都会喜欢”
。
对于台词过时的问题，曹平也坦言，
剧本最早成形于 2009 年，写着写着很多
话题就过时了，后来大家决定保留有价值
的“过时”段子，
“ 因为怎么改也跟不上时
代变化的脚步，关键要植入得合理自然”
。

演员也是质疑的焦点。黄海波与葛优
在
“热衷女性”
的特点上很像，
挤小眼睛，
贱
贱的表情却总是流于表面。陈好演的海归
女，
简直就是《粉红女郎》万人迷的翻版。观
众坦言，
表演
“过”
了点，
“味道”
差很远。
郑晓龙坦言，吕丽萍是比过去演得夸
张多了。但他认为，新“编辑部”反映社会
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哪怕演员表演
夸张一些，甚至有点流俗都没有关系，这
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有些无奈
地说，
“ 看这部剧需要观众的幽默感来配
合。我这次没有一本正经地讲故事，也请
观众不要一本正经地去研究”
。曹平则力
挺陈好，
“陈好的角色定位就是‘万人迷’，
她演这类角色很有说服力”。她认为观众
拿新编辑部演员和老版演员去比较不公
平，
“观众主观地拿新老演员去对比肯定会
有落差。新编辑部中的演员都有自己的特
色，
现在才演了几集，
不要过早下结论”
。

从《编辑部的故事》
《渴望》
《北京人在
纽约》，到近年的《甄嬛传》，郑晓龙几乎每
部作品都是口碑收视双收。
《新编辑部故
事》三大卫视直播，
没有一家卫视能进入当
日收视率排行榜前三，
网上也是吐槽一片。
对于“晚节不保”的说法，郑晓龙完全
不放在心上，
“周星驰的喜剧，一开始很多
人觉得比较闹比较过。
《武林外传》出来后
我也不是很喜欢，
但慢慢觉得很不错”
。曹
平则为郑晓龙打抱不平，
“《编辑部的故事》
出来的时候，收视率也没有《渴望》高。我
认为一部电视剧，收视率高低不是最主要
的，
这个片子有创新有营养，
见证社会变迁
就成功了。很多观众边吐槽边看，慢慢会
发现这部剧的用心之处，收视率也会慢慢
上去。”他们都没有把超越老版作为目标，
“将这些上世纪 90 年代原创电视作品进行
新拍虽然难说会成为一种趋势，但是用新
视觉去演绎经典，
是值得去做的”
。

“雷剧”
逆袭，
行业剧的春天来了？
本报长沙讯 以航空业为背景，讲述
空姐和飞行员生活爱情的电视剧《云上的
诱惑》开播后就遭遇网友一系列吐槽：
“行
业剧拍得一点都不职业”，
“飞机从起飞到
降落，可以变换四种机型”……事实上，不
管是之前的《华丽一族》
（主讲设计师），还
是现在的《云上的诱惑》，剧情虽然漏洞百
出，但收视不错也是不争的事实，谈及原
因，湖南卫视负责电视剧引进的工作人员
说：
“新鲜的题材才会吸引人们的关注。
”
纵观内地各大电视台，不是抗日题材
剧就是家庭伦理剧，让观众深陷“审美疲

劳综合征”。行业剧的出现，虽被网友调
侃为“雷剧”出品专属地，但也带来不少新
鲜感，
“ 行业类电视剧稀缺，反而大受欢
迎。行业类电视剧的市场并没有得到好
的开发”，湖南卫视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第一周播剧场”以后将以自制剧为主，而
行业类题材会成为重要发展方向，
“ 新鲜
的题材才会吸引人们的关注，自制剧最好
的一点就是可以自我掌控节奏”
。
香港 TVB 曾打造了《妙手仁心》
《冲
上云霄》等让人印象深刻的行业剧。记者
电话联系了香港资深编剧陈宝华，她表

示，拍好一部行业剧除了要准备资料、对
行业充分了解外，相关的配套也很重要，
“我们拍《妙手仁心 2》，TVB 就跟很多医
馆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医生会跟你交流
经验，包括服装、道具、拍摄场地以及一些
关系的协调，TVB 都有专门的团队在处
理”。在她看来，
“ 内地的市场比香港大，
但配套不及香港”，不过她也表示，
内地丰
富的演员资源是香港望尘莫及的，
“内地的
演员可以有很多的搭配，会给观众带来新
鲜感，
如果有好的班底，
内地的电视剧发展
会超过香港，
甚至是韩剧。
” 记者王庆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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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由云南卫视与武警警
官学院携手打造的《士兵突击》第二季日
前转场云南丽江拍摄，曾在《女子特警队》
中扮演“铁红”的演员雷敏将接替《士兵突
击》
“魔鬼总教官”何勇，成为节目最后阶
段巅峰对决的总教头。导演组介绍说，
“雷敏实际上也是一位真正的军中高手，
具有多年的带兵经验，至今仍然保持着
57 秒徒手攀登 5 层楼的世界女警最高记
录”。本期节目将于 26 日 19:35 在云南卫
视播出。
记者周诗浩

魏晨新书揭秘成长故事
本报长沙讯 快男魏晨新著《我不是
谁的偶像》近日正式公布书名。本书将在
4 月 27 日预售。书中，魏晨将自己放置到
一个普通青年的角度，提出如何面对“是非
争议”的观点：
“我并不是谁的偶像，至于成
功，我一直在路上，我想先找到最真实的自
我。”魏晨父母也寄予诚挚的期待：
“所有的
成长，都是有代价的，魏晨也不例外。我们
不希望自己孩子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孩
子的丧失和丢失上。”
记者沈参

童蕾：
被定义也是成功
本报长沙讯 很多观众认识童蕾，是
因为《亮剑》里的“田雨”。之后，她又接连
出演《狼毒花》
《断刺》
《天阵》以及目前正
在安徽卫视热播的《乱世三义》等战争题
材作品，也因此赢得“红色恋人”的外号。
25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童蕾笑着表示并
不介意被定义，
“ 大家能给你定义，是说明
你演得很有特色，换句话说，这也是演员
的一种成功”。
生 活 中 童 蕾 爱 做 菜 ，偶 尔 会 选 择 和
朋友到各处旅游散心。童蕾现在还没有
找到心仪的对象，她感慨地说，
“ 爱情本
身就是一件奢侈品，我一直都觉得它是
一件来之不易的东西，每个人需要用一
种随性的心态去对待它。”谈及婚姻，她
说还没有仔细考虑过，
“ 我希望对方是一
个有责任感的人，能够带给我稳定和安
全的感觉”。
记者周诗浩

《赤焰战场 2》近日发布两款角
色海报，
凯瑟琳·泽塔-琼斯和海伦·
米伦两位老牌美女性感出镜。
《赤焰
战场2》中，
几位美国情报局(CIA)的
前特工将组成
“夕阳特工队”
转战欧
洲。他们的目标是搜寻一个在疯人
院里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
分子。相比前一部，
片中主要人物没
有太大变化，
布鲁斯·威利斯和约翰·
马尔科维奇继续饰演前CIA特工法
兰克·莫斯和马文。凯瑟琳·泽塔-琼
斯和海伦·米伦也扮演重要角色。该
片预计于7月19日上映。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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