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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映射现代中年人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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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保障局拟采用公开招
标的方式择优选定“内蒙古军区机关办公楼及文体活动
中心屋面防水维修工程”项目的承包单位，欢迎符合资
格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报名参加。资格要求详见内蒙古军
区招标网（http://www.nmgjqzbw.com）发布的招标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张婧和吴超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张 婧 吴 超
电话：18247130861 0471-658070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保障局
2018年7月20日

内蒙古军区机关办公楼及文体活动中心
屋面防水维修工程公开招标公告

包头军分区公寓楼改造
公开招标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头军分区保障处拟采用公开
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包头军分区公寓楼改造”项目
的承包单位，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报名
参加。资格要求详见内蒙古军区招标网（http://www.
nmgjqzbw.com）发布的招标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张婧和吴超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张 婧 吴 超
电 话：18247130861 0471-6580703

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头军分区保障处
2018年07月20日

招聘公告
为满足内蒙古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平台发展

需求，切实提高服务水平，我公司现面向全社
会公开招聘平台运营人员10名，详情请登录内
蒙古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平台网站（http://www.
nmge-sports.com）或致电0471-6514485咨询。

内蒙古哲蚌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3日

新右旗交警：推进“放管服”便民服务出成效
为不断提升公安交管部门车驾管业务服务

工作水平，延伸服务触角，近日，呼伦贝尔市新
右旗交警大队深入辖区客运站、快递公司，为企
业上门提供车辆查验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服
务人民”要求，深化“放管服”改革，让群众不再
为业务办理“难、迟、远”而发愁，能让群众真正
体验到公安机关的“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服
务效能。 文/李东宝

《面具》正在北京卫视
和爱奇艺热播，并成为2018
年以来罕见的网络评分8分
以上的剧集。在谍战剧纷纷

“以谍战为背景”的现状下，
《面具》选择踏实讲述一个
环环相扣的“烧脑”故事，两
个男主角之间既是一场“猫
鼠游戏”又互相隐瞒身份。
该剧制片人张海东称，在谍
战剧中最重要的就是“扣”
要设置巧妙，“解”要设计合
理，“比如这个戏主要就是
李春秋和丁战国之间的斗
智斗勇，分别从两个人的角
度去推测对方会做出什么
样的反应，应该怎么下套，
又会怎么破解。”

如何一步步“拆穿”面具

《面具》开局即困境：祖
峰饰演的男主角李春秋，是
一个蛰伏了10年的军统特
务，本身已经沉溺于有妻有
子的平凡日子。恰在此时，
他突然被组织唤醒，不得不
承受同事丁战国（侯勇饰）
的怀疑与试探、妻子（梅婷
饰）的不解与争执，由此落
入内外交困的窘境。

作为公安局科长，侯勇
扮演的丁战国无时无刻不
在怀疑李春秋，却总是抓不
到李春秋的把柄，他只能戴
着面具在李春秋和李春秋
家人面前客客气气、笑脸相
迎。而实际上，丁战国本身
也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两人由“面具”所带来
的人物发展脉络既是看点
也是难点，由于李春秋出场
是反面的，他最终走向光
明，他所有的心路历程要有
很准确的剖析，而丁战国出
场时代表了正义、英雄主
义，但他实际上是隐藏很久
的一个人物，内心狡猾、阴
暗，在表演过程中也需要让
观众看到他明确的行动路
线，张海东表示，“这就是创
作中的难点所在。”

侯勇困惑人物怎么“反”

着演

张海东表示，在创作过
程中，演员的困惑是“反”的
人物怎么演，“侯勇在创作
初期，就一直和主创们商讨
应该如何演绎这个角色，是
不是应该在开头就做铺排，

给观众线索，或者按正面角
色来演绎，后期反转会更
大，这个疑问一直徘徊在整
个创作阶段，最后还是决定
按照完全正面角色来演绎，
让观众相信他是一个智勇
双全的侦察科长，到中后期
反转的震撼会更大。”

《面具》故事背景发生
在哈尔滨，剧中三位主演
祖峰、侯勇和梅婷却都是
江苏人。在张海东看来，三

位主演和角色气质十分吻
合：祖峰内敛、儒雅的气质
和剧中李春秋表面波澜不
惊、内心汹涌澎湃的人物
性格非常相似；丁战国身
上有着老抗联的风风火
火、耿直、果敢，与侯勇平
时生活中的热情、爽朗很
相符；梅婷有中国传统女
性婉约、贤淑的气质，赋予
了剧中姚兰这个角色非常
美好的一面。

李春秋映射现代中年

人焦虑

有观众反映，为什么
要让李春秋总是处于挣
扎、焦灼、忐忑不安的状
态，让人看着很压抑。张海
东表示，李春秋有信仰抉
择的矛盾，也有作为中年
人的焦虑与痛苦。在张海
东看来，李春秋其实就是
活在我们身边的人，“那些
带有中年危机的活生生的
人”。从他身上映射出现代
人人到中年的一种焦灼
感，面临职场的何去何从，
在人生很多关键节点做出
什么选择。在家庭中，李春
秋没有办法和姚兰说实
话，造成了姚兰对他的误
解，最终导致夫妻感情分
离；和孩子的关系，李春秋
因为执行任务，造成了很
多爽约，甚至和姚兰离婚，
对孩子的伤害不能说不
大。“就好像现代人很多人
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种
种原因，也许是沟通上的
问题或者其他的原因，就
有可能被亲人误解，造成
亲人之间感情的疏离。”

长篇谍战戏不得不有

巧合

有观众发现剧中女主
的同事掌握了男主是特务
的铁证，要把铁证交给丁科
长，女主凑巧拉着这个同事
上天台，结果这个同事滑下
房顶摔死了；男主受命唤醒
一个沉睡十年的特务，没想
到特务已倒戈，双方展开厮
杀，这个特务又脚滑，一摔
毙命。一个反水的特务听到
男主是潜伏内鬼后，要向丁
科长告密，但他嘴里的“李
春秋”三个字还没来得及说
出口就死了。这种巧合，让
观众觉得男主光环比较明
显。

张海东表示，作为长篇
的谍战戏，节奏要快、事件
要多，支线角色着墨不能太
多，如果把他们的性格、动
机、命运摊开来讲的话会合
理些，但这样节奏上会有问
题，因此造成了这样看巧合
太多，作为影视剧来说，主
角光环是不太能避免的，

“我们只能让它更合理化一
些，让主角光环不太明显。”

（据《新京报》）

新报讯 2018年，由
北京星乐映画影视文化传
媒有公司出品，林家川、马
鸣执导，编剧高正、陆文杰
执笔，朱亚文、郑元畅、李
佳航领衔，菅纫姿、韩雨
芹、迟嘉、童苡萱、张馨等
主演的都市创业励志大戏
《合伙人》将于7月27日登
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该
剧以古冬青、霍志远、王子
三个大学生为主线，讲述
了三人从白手起家的新人
菜鸟，通过一步步打拼成
为网络行业领军人物的故
事。三个不同层次不同专
业的年轻人，为了梦想，一
心冲在时代变革的风口浪
尖，历经友情、亲情、爱情
的不断考验，最终在互联
网全面扩张的时代抓住机
会，相互扶持迈向成功，演

绎了一段青春热血的奋斗
传奇。以青春篇启航，以创
业篇成长，以三兄弟携手
并进落幕，这部笑中带泪，
苦中有乐的创业大剧，在
大学生创业此起彼伏的当
下显得更具代表性。

在“互联网+”的时代，
大学生创业、开网店、办公
司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
没有现今如此开放的创业
环境，电商、网络对大众而
言，依旧是一块相对陌生
的领域。作为一部系统解
密电商大佬的励志剧，《合
伙人》中由朱亚文饰演的
古东青，有着太多互联网
创业者的缩影。他出身农
村，寄托全村的希望考上
了大学，却因对朋友仗义
出手，遭学校延缓毕业的

处罚。在互联
网逐步兴起的
潮流中，对此一
窍不通的他，硬
是凭借自己执
着坚持的本性
和吃苦耐劳的
品格，走上了一
条逆袭之路，成
为该行业的佼佼者。

除了分分合合、历经
成败荣辱的兄弟情，古东
青、霍志远、辛晴（菅纫姿
饰）、马晓倩（韩雨芹饰）之
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
葛亦是剧中重要的戏剧推
动点。作为校花的辛晴，一
直是霍志远暗恋的对象，
而辛晴却偏偏喜欢憨直的
古东青。为此，她甘愿穿越
大半个城市去上班，只为
住在古东青对面，甘愿忍

受饥寒与古东青一起跑长
途。然而，她的坚持并没有
换来古东青的回应。另一
方面，追求霍志远多年的
马晓倩遭遇了“妾有情兮
郎无意”的境遇，几人的情
感归处也成了该剧的又一
大看点。对此，主创团队解
释道，创业无止尽，所谓成
功，到最后其实比拼在一
个“情”字，情感能够维系
和经营得长久，才是最珍
贵的。 （张 正）

遭前女友起诉
韩冰否认侵犯拒绝调解
《北京青年报》消息 7月23日，编剧陈琼琼发布

《对〈白夜追凶〉编剧韩冰提起诉讼的几点说明》一
文。其中透露，自己是《白夜追凶》编剧韩冰的前女
友，因认为网剧《白夜追凶》侵犯了其剧本《白夜追
凶》的著作权，她已将《白夜追凶》编剧韩冰（笔名指
纹）及出品公司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诉至
法院。

记者7月23日确认，法院确实已正式受理了此
案。法院方面透露，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7
月24日中午，韩冰（笔名指纹）委托律师在“编剧帮”
发布声明，对该事件进行回应。声明中称：“指纹”
（韩冰）系网剧《白夜追凶》之剧本的唯一作者，对该
剧本享有完整的署名权。与此同时，韩冰表示：“我
应诉，无论舆论是否会被误导，是是非非最终要靠
证据说话，并由司法机关依法作出判决。对被此事
惊扰到的人们，我深感抱歉。同时，就本次诉讼，我
不接受任何庭上或庭外的调解与和解。”声明还表
示，对陈琼琼等大规模侵犯韩冰先生名誉权及相关
权利的行为，会直接采取诉讼等正当、合理、合法的
方式解决。 （杨文杰）

北京卫视《合伙人》再现电商大佬逆袭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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