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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剧
讲好故事
才能“出海”

今年6月中旬，“中国

剧场”成功落地菲律宾国

家电视台，将在该剧场播

出的菲律宾语版《鸡毛飞

上天》等影视作品备受当

地观众的热议与期待。近

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的深入推进，国产影视

内容的“出海”步伐也在不

断加快。2017年，中国国际

电视总公司在尼泊尔播出

了尼泊尔语版的电视剧

《西游记》，平均收视率超

过34.5%，该剧的开播还被

尼泊尔权威媒体作为重要

新闻推送，成为当地街头

巷尾热议的话题。

前几年，说起中国影

视节目“走出去”，人们最

常想到的是曾在国内热播

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

代》《北京青年》和《老有所

依》等被作为国礼带出国

门。近些年，国产影视剧行

业继续保持着快速发展的

良好势头，越来越多的优

秀国产电视剧“走出去”并

斩获诸多好评。近期，正在

热播的古装仙侠剧《扶摇》

实现了国内热播的同时，

同步走出去。这些类型多

元且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

的成功“出海”，不仅反映

了如今国产电视剧制作水

平的日益国际化，更展现

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与

独特魅力。

不难看出，随着整个

国产影视剧行业的水平提

升与力量增强，以中国特

色、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

的国产影视作品，正在以

更加从容的姿态走向国际

舞台。

与此同时，国内外影

视剧市场交流的日益频繁

与深入，不仅为国产影视

剧国际传播带来了更多的

机遇和更大的市场，也带

来了更多的挑战和更高的

要求———海外观众的增多

与国际市场的扩大，意味

着国产影视行业必须掌握

更先进的制作技术、选取

更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创

作更新颖的主题内容、制

定更全面的传播策略，才

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海外

影视剧市场走得更远。因

此，如何在提升制作水平

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

是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出

去的必由之路，也是国产

剧在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

力之所在。 文/邓文卿

备受期待的《脱身》日
前收官。不过，自开播以
后，该剧的口碑和话题并
没有意料之中的大热，收
视率虽不低，但也未达预
期的火爆，体现了主创的
表达和观众的期待不一
致。另一部大剧《爱国者》
也收官了，同样引发不少
争议。这些年谍战剧一直
不断求新求变，但真正的
精品并不多，创作上究竟
出了什么问题？

离观众期待远了

电视剧《脱身》剧情最
后阶段，乔智才假扮成弟
弟乔礼杰离开，为了将骗
局继续下去，必须放弃人
身自由。而随着全国解放，
在当时的北平召开第一届
政协会议，真正的乔礼杰
受邀出席会议，“归省计
划”终告成功。因此，乔智
才的选择令人动容，受到
许多观众点赞。他不仅在
男女之情上告别自己最爱
的人，更为了大局主动牺
牲自己。乔智才随着剧情
发展一路不断成长，从油
嘴滑舌的浪子蜕变为沉稳
可靠的志士，有担当，敢负
责，令角色获得了最多的
好评。

剧集大结局，陈坤本
人发微博表达了对人物的
喜爱，“我现在依然特别地
沉浸在对乔智才这个小人
物的热爱上，在他身上我
投注了很多自己本色的理
解，包括生活中我希望自
己成为的人，我希望放松
的样子。”

作为陈坤阔别荧屏9
年之后的回归之作，《脱
身》最初被寄予厚望，被看
好能成为今年上半年国产
剧的最大爆款，无奈最终
表现与预期有差距，主要
是因为该类型剧的创新与
观众收看心理出现错位，
大家想看一部正经的谍战
剧的愿望落空，更多时候，
追剧的动力源自陈坤在大
乔和小乔之间无缝切换的
表演。

首先，整部剧不再是
展现敌我双方运筹帷幄的
实力对决，更像是展现大
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悲
喜人生。它在开播宣传时
被贴上“谍战剧”标签，结
果变成了年代情感剧。主
创认为按照历史来看，编
剧将笔头对准历史转折时
的普通市民生活更有意
思、韵味，但这种故事对一

般观众的吸引力并没有那
么强。

其次，家长里短和谈
情说爱成为主线，只有楚
科长扛起谍战大旗，姜科
长又智商不足。剧中，主场
景镇宁邨家家户户之间的
相互“八卦”为该剧增添了
喜感，但如果太多，就显得
有些琐碎、无聊。同时，几
乎每个主角身上都有爱情
的戏份，各式各样的情感
固然描绘出了那个时代里
的人情世故，却进一步冲
淡了谍战戏的紧张感。

再次，无论是不够靠
谱、有些自私的小市民乔
智才，还是软萌懦弱、智商
掉线的黄俪文，都是谍战
剧中极少出现的人物形
象。因为在以往这类剧中，
男主角总是双商超群、左
右逢源，女主角总是灵活
果断、柔中带刚，即便人物
一开始不是如此，都会随
着剧情迅速成长起来，出
色完成核心任务。所以，始
终保护家人、为爱付出、深
明大义的乔智才深得观众
欢心，而黄俪文就成为一
大槽点。

重形式轻内容争议不

断

由张鲁一、佟丽娅主
演的《爱国者》和《脱身》同
日收官，也受到一些质疑。

在内容上，监狱戏、雪山
戏、情报戏、战争戏轮番上
阵，企图跳脱单纯的谍战
剧、抗战剧套路，花哨的玩
法比较吸引眼球，但一些
桥段的逻辑存在问题。该
剧在演员选择上也是兼具
市场性与专业性的考量，
但造型非常时尚，比如，舒
婕在执行任务时经常穿一
身耀眼红装，更是将头顶
上的各式帽子戴出了新花
样。她的服装还涵盖了旗
袍、洋装、制服、风衣、斗
篷、棉袄等类型，甚至和千
颂伊撞衫，让人惊呼：这是
时装戏还是谍战戏？

年初播出的谍战剧
《和平饭店》则将幽默、悬
疑与谍战相融合，在密闭
空间里进行多方势力角
逐，但人物设置及剧情设
置上都有浓郁的网络感。
雷佳音饰演的王大顶，贫
嘴又惜命，陈数饰演的陈
佳影，高贵美艳又专业性
十足，这对CP人设反差
大，碰撞出的喜剧色彩更
为浓烈。整部戏活泼的调
侃气质、各具魅力的人物
在社交网络时代赚足了话
题，但逻辑推导、剧情合理
性上仍有待改进。

所以，整体上看，现在
的谍战剧都在求新求变：
邀请有观众缘的实力派演
员加盟，不满足于传统谍
战戏单纯的破译与反破
译、猫鼠游戏，风格上更为
轻松，但它们都削弱了这
类题材所应有的历史厚重
感，重形式而轻内容，掩盖
了其谍战逻辑并不严密的
缺点，口碑上都不会很高。

观众争议多，是不是
意味着传统谍战剧没有市
场呢？显然不是，观众对
《脱身》等剧不太满意，意
味着他们更想看到经典叙
事结构的谍战剧，只不过谍
战剧编导为剧中人物赋予
爱情、成长、人性等元素，观
众初见时会觉耳目一新，密
集使用过多后审美疲劳，新
鲜感被侵蚀得无
影无踪。加上以
往的谍战套路被
用尽，后来者的
创作面临更大
的挑战，也更考
验水平。

向经 典 谍

战剧学习什么？

谍 战 剧 一
直是众多观众
喜欢的类型，过

往经典的谍战剧现在仍不
时重播。现在看来，经典的
谍战剧仍有许多值得现在
的编导学习的地方。

《暗算》改编自麦家的
同名小说，由柳云龙、陈
数、王宝强主演，分三段故
事展现三个时期的谍战工
作。主角瞎子阿炳凭借超
乎常人的听力，特工生涯
如鱼得水，但人物命运充
满悲伤。柳云龙曾主演兼
导演多部谍战剧，他的谍
战剧往往在“用谍战讲人
生”，在紧凑的斗争中侧重
于人性的挖掘，其最近的
作品《风筝》也如出一辙。
这时期的谍战剧往往给观
众高度紧张甚至有点压抑
的状态，此后备受关注的
《黎明之前》《悬崖》等一脉
相承，不仅有波澜起伏的
生死博弈，在直面历史残
酷的同时，还注重对人物
性格及命运上的深度刻
画，为观众留出思考空间。

2008年爆火的《潜伏》
则相对另类，在悬疑、智斗
之余，还融合了幽默、情感
元素，打破了观众对谍战
剧的“高冷”印象。孙红雷
与姚晨接地气而扎实的演
绎方式，为这部戏加分不
少，从而带动谍战剧再度
走向热潮。

如果说这些谍战剧有

着明显的正剧风格，那么
2015年的《伪装者》就开启
了谍战剧偶像化的热潮。
胡歌饰演的明台调皮搞
怪，靳东饰演的明楼智慧
隐忍，王凯饰演的明诚帅
气忠诚，三人颜值与演技
同时在线，且剧中人物设
置契合现代大众的审美趣
味，深受年轻观众青睐，最
终《伪装者》在收视率、点
击量与口碑上皆获丰收。
此后《麻雀》《胭脂》《解密》
等剧纷纷效仿，利用高颜
值偶像演员的加盟，让谍
战剧与市场化接轨，获得
更多年轻人的喜爱。但是
这些剧如果能在剧情紧
凑、逻辑缜密，演员整体演
技水准过关等方面再上一
层楼，则口碑会更好。

此后，谍战剧进入审
美疲劳期，虽然播出数量
不减，但不再佳作迭出。大
众对这类剧的故事、逻辑、
人物和表演等方面存在不
少质疑，对精品剧的呼声
已持续很多年。观众需求
犹在，谍战剧要想复苏，创
作者还是得从最源头的剧
本抓起：既要满足新口味，
带来新创意，又要坚守传
统谍战剧的叙事特点、悬
疑风格，否则很难满足观
众日益提升的观剧要求。

（据《广州日报》）

◎◎娱论谍战剧为何精品难现?

陈坤以《脱身》回

归荧屏受关注

《脱身》女主角引发争议

《和平饭店》剧情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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