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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洞大开有噱头
智商欠费毁神剧

综合

70岁张艺谋“坚如磐石”

华语电影“前浪”高龄仍高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倪自放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
斌受邀做客CCTV-6电影频道《今
日影评》节目，为张艺谋导演即将
推出的两部新片《坚如磐石》与《悬
崖之上》“带货”。

4月2日，张艺谋导演度过了自
己的70岁生日。这位1950年出生的
第五代导演代表性人物，目前刚刚
完成《坚如磐石》与《悬崖之上》两
部新片，还有电影《一秒钟》待映，
可谓高龄高产导演。

像张艺谋一样，华语电影界目
前活跃着一批70岁左右的大导演。
这些华语电影的“前浪”高龄高产，
仍为一大批一线影片保驾护航，或
者亲自执导新作。

1950年出生、今年70岁的导演
徐克一直处在华语电影的最前沿。
2010年，徐克60岁时执导了《狄仁
杰之通天帝国》，并获得金像奖最
佳导演。随后几年，徐克相继执导
了《龙门飞甲》《狄仁杰之神都龙
王》《智取威虎山3D》。其中，《智取
威虎山3D》让徐克获得第35届香
港电影金像奖、第30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导演奖。最近三年内，徐
克还执导了《西游伏妖篇》《狄仁杰
之四大天王》，去年监制了《攀登
者》。应该说，60岁之后的徐克执
导、监制的影片，都是近10年华语
片口碑、票房的一线作品。

徐克目前在做的项目，应该是
2013年开始筹备、2016年立项的电
影《法门寺密码》，是一部以晚唐为

故事背景的悬疑武侠电影，据传影
片主演包括黄子韬、陈坤、黎明等。

本月初，第39届香港金像奖线
上颁发，75岁的袁和平凭借2019年
年底上映的大热影片《叶问4完结
篇》获得最佳动作设计奖。最近5年
来，袁和平先后获得第10届亚洲电
影终身成就大奖、第18届纽约亚洲
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第五届成龙国
际动作电影周终生成就表彰。

一般来说，获得终生成就奖的
艺术家，基本上都告别了一线艺术
创作，而袁和平一直活跃在一线。

《叶问4》是袁和平2018年担任动作
设计制作的影片。彼时，人称“八
爷”的袁和平已经73岁。目前袁和

平还有至少五部影片待映，包括执
导《画江湖之不良人》，执导动作喜
剧《实习高手》以及执导动作片《老
家伙们》，联合执导《七人乐队》，执
导《蜀山：黑暗的黎明》等。

2016年，吴宇森在70岁时拍摄
了动作片《追捕》。彼时，距离吴宇
森1973年执导第一部影片《过客》
已经过去了43年。

吴宇森最新的作品，是将与环
球影业合作，翻拍自己1989年的经
典动作影片《喋血双雄》。这部电
影，是为《黑豹》女星露皮塔·尼永
奥“量身打造”的，她将饰演老版周
润发的角色。

5月23日，著名导演许鞍华迎
来73岁生日，曾在《姨妈的后现代
生活》《玉观音》中和许鞍华有过合
作的赵薇，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许
鞍华吹蜡烛的照片，并送上生日祝
福。因为近年来一直有新作品问
世，观众很难察觉许鞍华导演早已
年过七旬。许鞍华最新执导的电影
是2016年的文艺动作史诗大片《明
月几时有》，她凭借该片获得第37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2019年，许鞍华还与朱嘉懿联合监
制了由麦曦茵执导的电影《花椒之
味》。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
人物之一，出生于1952年、今年
6 8岁的陈凯歌导演近年仍处于
创作高峰期。仅2019年，陈凯歌
就执导了《尘埃里开花》《我和我
的祖国》两部电影。同时，他还出
现在综艺节目中，参加了《演员
的诞生》等热门综艺。

□刘雨涵

《传闻中的陈芊芊》的编剧大概
把所有的智商全都放在了前两集
上面，在经过了前两集高能的脑洞
大开之后，剧集从“反套路”神剧又
回到了小甜剧的套路中。不但“女尊
男卑”的颠覆设定开始垮塌，女主的
上帝视角和男主的腹黑人设也都
崩掉。除了甜蜜发糖之外，能够支撑
后续剧情的能量越来越弱，一直处
于智商欠费的状态。看来脑洞就算
开得再大，也需要编剧智商不掉线，
才能成就真正的神剧。

《传闻中的陈芊芊》是一部不
折不扣的“脑洞剧”，也可以说是一
部新型穿越剧。之前的《庆余年》是
范闲为了写论文而把现代人思想
代入古代制度，这回的《传闻中的
陈芊芊》则是不入流的编剧魂穿到
了自己写的古装剧剧本里面，过了
一把“剧本人生”的瘾。这样的基本
框架本来已经足够吸引人，而且剧
本中的故事发生地花垣城更是一
个三观设定颠覆的“女尊男卑”的
社会。花垣城中女人当家做主，男
人则不能读书做官，只能求得找个
好人家。男人如果穿着暴露走在街
上，会被指责不检点，而且还要背
诵“男德”，“七出”之罪中有“膝下
无女者出”。如果生了儿子的话，丈
夫会被丈母娘骂给自己家里绝后，
甚至还有吃洋葱生女儿的偏方推
销。这样脑洞大开的欢乐属性，让

《传闻中的陈芊芊》一开播就十分
“上头”，成为交口称赞的神剧，大
有2015年的现象级网剧《太子妃升
职记》的黑马之态。

不过很快，不少观众就觉得
被自己之前的疯狂安利给打了脸。

这部剧在铺陈开前两集的高能设
定之后，就在不着逻辑的剧情中越
来越走了形。首先是“女尊男卑”的
新鲜三观设定漏洞百出。剧中，男
子在大婚之夜要点上守宫砂，而女
子也要 一直保有守

宫砂，说

到底还是女子贞洁的那一套男权
思想。成婚不久，陈芊芊就对自己
的夫婿韩烁说，“在外面你听我的，
在家里我听你的。”这也完全不是

“女尊”社会的做派。陈芊芊不想与
韩烁亲热时，就说对方是想要“生
米煮成熟饭”的禽兽；韩烁还将
陈芊芊从马车中拉下来，霸道要
求“不准和别的男人坐一辆马

车”。这些都是在男

方强权的语境下才会发生的对
话，与剧中一开始交代的“女尊
男卑”背道而驰，于是，开篇设定
仅仅成了一个吸引眼球的幌子。

前几天，“陈芊芊人设”的话
题登上了热搜，不少观众吐槽女
主角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给男主
和女配凑CP，人设崩塌。不过，在
我看来，女主的成人之美只是为

了让剧情回归到自己写
的剧本路线，倒也无

可厚非。“陈芊芊
人设”的真正崩
塌，是因为她作
为编剧本人的上
帝 视 角 完 全 失
效，变成了单纯的
傻白甜，把剧中的
感情线和事业线搞

得一团糟。陈芊芊本来
是第3集就要被男主角
毒死的女配角，可是
强大的求生欲让她

决定开启作为编剧的上帝视角，撑
到大结局再醒过来。在陈芊芊的极
力撮合下，二郡主对男主产生了情
意，宣言“你不要韩烁，我要”。而陈
芊芊却在韩烁的狂撩之下一边小
鹿乱撞，一边准备与他和离，一边
还撩着裴司学。她前去找编剧界的
前辈们商议，弄了一桌子橙子、香
蕉、苹果、水蜜桃的故事，并且自己
官方吐槽说，“现在的剧情都乱成
一锅蛋花汤了。”确实如此，有网友
建议说这部剧干脆改名叫《水果开
会》得了。

最不可理喻的是，作为编剧本
人的陈芊芊竟然将大结局的最大
招“龙骨”给提前放了出来。韩烁前
来和亲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取得
花垣城的镇城之宝龙骨，陈芊芊竟
然在第5集就三下五除二地找到龙
骨并且上锅炖了，那后续的剧情冲
突如何安排？紧接着又炸掉了福
脉，让花垣城陷入重度危机之中。
总之，为了让陈芊芊和韩烁感情升
温，亲人们似乎都变成了工具人，
亲情和一城的安危可以随时抛诸
脑后。盘一盘背后的逻辑，真是分
分钟把人给噎死。

男主角韩烁的人设也是经不
起推敲。原本他是腹黑的复仇王
子，可是，几集之后，反攻大计基本
上被恋爱脑取代，通过各种坐膝
抱、量腰抱、前额吻和土味情话开
撩，同时晋升为花垣城“醋王”，成
为甜宠剧中典型的“小狼狗”设定。
甜则甜矣，只是少了“腹黑男”的立
体感。

所谓神剧，真不是靠一个脑
洞就能把观众给忽悠住的。就像

《庆余年》，如果没有后续扎实的
剧情，难以单单靠穿越和胡闹就
俘获人心。原本可以开启一个全
新打开模式的《传闻中的陈芊
芊》，在开头脑洞的灵光一现之
后，就变成了平庸的小甜剧，着
实是可惜了。

张艺谋

天天娱评

“百姓大舞台”推出儿童剧专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九龙

为迎接“六一”儿童节，
5月29日晚，山东省文化馆、
齐鲁晚报联合主办的“相约
消费季 百姓大舞台”推出
儿童剧专场。由济南儿童艺
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儿童心
理养成剧《憨憨熊卖时间》，
通过“云展示”方式与观众
见面。轻松幽默的故事情
节、生动悠扬的音乐舞蹈、
缤纷绚烂的舞台呈现，吸引
了众多观众在线观看。

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始
建于1984年，剧院先后创作
演出了《我家来了机器人》

《小小男子汉》《真实的游
戏》《少年大舜》等几十台精
品儿童剧目。多年来，剧院
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主
创人员和优秀青年演员，创
建的“宝贝剧场”演出深受
孩子、家长和老师的欢迎。

此次亮相“百姓大舞
台”的《憨憨熊卖时间》，是
济南儿童艺术剧院于2020
年全新推出的一部儿童心
理养成剧。据了解，“憨憨熊
系列”是特地为低幼年龄段
的小朋友们打造的一台心
理成长剧，注重关注2至6岁
儿童的情绪管理和性格塑
造。作为“憨憨熊系列”的第
一部，《憨憨熊卖时间》把创
作的视角聚焦在了“如何交
朋友”这个问题上。剧中的
小主人公憨憨熊找不到朋
友陪它玩，它就突发奇想决

定把“无聊的时间”全都卖
掉。然而没想到的是，来买
时间的小动物却又给它带
来了新的苦恼。

该剧导演于杨介绍，在
创作过程中，导演和编剧曾
多次走访儿童心理咨询专
家和早教中心的老师，从儿
童心理学的方面获得更多
的建议。“希望小朋友们通
过憨憨熊的系列故事，可以
提高思维能力、人际关系智
能、语言运用智能、想象创
造力和自然观察智能，丰富
生活经验和感性体验。”

于杨表示，受疫情影
响，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取消
了春节后的演出。本场演出
是四个多月以来，济南儿艺
首次以“云展播”模式与观
众见面。

“相约消费季 百姓大
舞台”系列活动启动于2016
年9月，由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指导，山东省文化馆、
齐鲁晚报主办，多年来形式
多样、主题丰富、亮点频出，
已成为全省知名的文化惠
民品牌。

6月5日19:30，“相约消
费季 百姓大舞台”将推出
魔术专场。《水晶世界》《梦
幻空间》《魔幻童年》等节
目，将带领大家度过一个难
忘的“魔幻之夜”。届时，欢
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省
文化馆山东省非遗保护中
心”，点击右下角“线上活
动”—“百姓大舞台”，准时
进入相关页面在线观看。


	A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