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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斗》:郑家彬演绎完美追爱法则
由赵宝刚导演编剧并

执导的大型现实青春励志
题材电视剧《青春斗》已于3
月24日登陆北京卫视。在已
播的剧情中，5位女主角轮
番登场，展现出各自独特的
青春风采，而在男性角色部
分，郑家彬饰演的程宇成功
地吸引众多观众的注意，无
论是英雄救美的潇洒还是
撩妹商满分的表现，都让人
非常难忘。

在《青春斗》“五美”中，
盖玥希饰演的钱贝贝是最
高冷的一个，不仅性格高冷，
而且对未来男朋友的要求
也非常高。不过这样一位“冰

山女神”遇到“执着真爱”时，
即便用上所有的矜持也抵
挡不住程宇爱情的真火。剧
中，钱贝贝不慎落水，程宇
毫不犹豫地跳下泳池救她，
并且还潜入水底帮助钱贝
贝找回遗失的项链。据悉，这
段水中找项链的戏是郑家
彬亲身上阵完成拍摄，他在
水下世界的矫健身姿给观
众们留下深刻印象。导演赵
宝刚表示非常满意这段既
唯美又充满力量感的水底
的戏份：“游的太漂亮了，像
一条鱼在水里，线条太美了。”
并将这一片段剪入《青春
斗》的片头，这也是片头中

为数不多的男性角色镜头。
在剧中，程宇展现出超

高的“追女孩”智商，不仅胆
大，而且心细。在英雄救美
之后，程宇乘胜追击，巧妙
的追问钱贝贝的电话号码，
最终用诚心打动高傲女孩，

成功地在钱贝贝的心中留
下自己的影子。在得知钱贝
贝喜欢吃小龙虾之后，程宇
更是细心记下，并且专门为
她奉上自己亲手做的爱心
小龙虾，完美贯彻“征服她
的心要先征服她的胃”的追

爱路线。
程宇的执着的追爱态

度不仅打动了钱贝贝，也让
许多观众印象很深刻，不少
观众表示自己很难把程宇
目前的表现与“青春版安嘉
和”联系到一起。对此，郑家
彬则解释道：“程宇是真的
很爱钱贝贝，其实他第一眼
看到这个女孩就很喜欢，他
的爱情态度非常明显：我爱
你，就要把你的一切都照顾
好，让你每天无忧无虑，什
么都不用想。但是，爱情并
没有这么简单，人最终都会
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程宇如
此，钱贝贝也是如此。”

虽然目前程宇的表现
已经接近满分，但爱情显然
不是一厢情愿那么简单。对
于这一点，郑家彬坦言“不
顾后果”也是青春恋爱的一
种特征，“成年人总会想东
想西，或许会做到很好，但
太过成熟就意味着失去了
年轻人有冲动的勇气，虽然
年轻会犯错，但某种意义上
来说，年轻也允许犯错。”

目前，程宇已经看到
爱的曙光，然而，这段原本
就“不平等”的爱情注定要
面对更多考验，更多精彩
还请继续关注《青春斗》。

（据《北京青年报》）

《北京青年报》消息 25
日晚，热播剧《都挺好》将
迎来大结局。与观众对苏
家三父子骂声高涨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杨祐宁扮演
的“石天冬”帅气又温暖，
被总结为“一地鸡毛中的
一抹阳光”，是全剧唯一没
被骂上热搜的男人。杨祐
宁对于《都挺好》大结局的
思考也依旧令人窝心———
从预告片中可以预判，大
团圆收尾不可避免，很多
观众替明玉最终自我消化
了委屈感到不忍、不值。

杨祐宁却说，“现在的
观众都被养成‘大仇一定
要报’的思维，但《都挺好》
里最棒的一点，就是我们
在讲原生家庭的现状，就
像编剧三毛老师说的，原
生家庭欠你的，我们必须
自己找回来。所以《都挺
好》这部剧，要讲的并不是
要报仇或是苏明玉有很多
的委屈，她必须要得到一
个什么补偿。而是人还是
要回到自己的家庭里面，
唯有爱能修补一切。”

《都挺好》自开播以来，
苏家矛盾不断，每个人物都
在这种原生家庭的影响下
扭曲变形。相比于极其不舒
服的苏家内部关系，杨祐宁
饰演的石天冬上线后，如同
冬天的一缕阳光，不仅温暖
了苏明玉的内心，客观上也
缓和了观众的情绪。

不过，石天冬的种种也
被观众评价为过于“圣母”。
谈到对这个角色的认识，杨
祐宁一上来也顺着网友开
玩笑说：“他就是‘圣母’
啊。”而后正色道，“很多的
观众朋友都觉得石天冬是
一个暖男，但其实暖男并不
只是单纯地对别人好、照顾
别人。我自己在现实生活

中，可能没有石天冬那么细
心，但我也是一个喜欢生活
的人，吃什么用什么，我都
会去注意……”

他承认，石天冬这个
角色的确有一定功能性，
而且是导演故意的设定，
就是希望在比较现实的剧
中，能够有一抹阳光，使得
观众能够稍微喘息一下。

擅长烹饪热爱生活，外
形健康又清爽，石天冬的人
物设定与杨祐宁的形象如
出一辙。高中学习过烹饪的
他，不用额外特训便能顺利
诠释出餐馆老板的人设。

至于作为一名偶像剧
出道的演员，如何融入到这
种现实题材剧中？杨祐宁坦
言的确在拍摄《都挺好》之
前做过一些功课，希望自己
不要给观众出戏的感觉。

“其实我自己很少看
剧，因为需要有很强的耐心
去追剧，我的极限是看13集
左右的单元剧。所以我在演
戏时，尽量去观察姚晨、郭
京飞和倪大红几位老师的
表演状态，希望可以跟他们
在表演上更契合，合作上也
能够更加默契。”

和以演技著称的倪大
红对戏，杨祐宁刚开始很
紧张，随着表演的深入才
逐渐释怀，不过他和郭京
飞堪称一见如故，杨祐宁
透露，两人合作的第一场
戏就是“苏明成误会石天
冬是绑匪”，两个人就现场
即兴发挥，改了很多剧本
的设定，“两个演员一直在
互相创作时，那种感觉是
很愉快的。”

作为剧中唯一没有被
“骂”上热搜的角色，杨祐
宁对于网友的“特殊关照”
有另一番解读。“我个人觉
得如果角色被‘骂’、引发

讨论，其实是一种变相的
夸奖，表示演员真的演得
很好。”他透露，主演们对
于观众和网友们的评价也
都能健康、正面地理解和
消化，彼此常常会分享网
络上大家骂苏家男人的一
些东西，觉得挺好笑，也挺
有创意。不过，杨祐宁话锋
一转又露出调皮本色，“在
现实生活中，千万别让我
碰到苏明成，不然我会要
他一条腿。但是我爱郭京
飞……” （杨文杰）

■娱论

愿人人都
努力幸福

《都挺好》在泪水里落

幕。关于苏家，有些心结解

开了，有的烦恼刚开始。但

无论如何，心底一宽天地

高，一切都挺好。

荧屏之外，生活在继

续，不少时候，日复一日是

其韵脚，一地鸡毛乃众生

所遇。恰因为此，电视剧掀

开的议题才有可能沸腾了

公众话题。

从原生家庭这个角度

切入，《都挺好》是不多见

的。但从刻画时代生活的

镜像意义来看，它又不是

孤立成章的。从本质讲，它

与过去几年热播过的家庭

剧一样，都是跟随生活的

变动不居而提出了流动的

人生命题，为观众提供探

讨幸福密码的舆论场。

那年的《新结婚时代》

热播后，“婚姻是两个家庭

的结合”给许多年轻人提前

上了婚姻课；《双面胶》引发

争议那会儿，李亚平一家掀

开了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

合”的家庭模式；而《辣妈正

传》《夫妻那些事儿》不约而

同抛给女性“生还是升”的

选择题；到了《虎妈猫爸》

《小别离》时，剧中藏在教育

问题下的，还有一道排序

题：自己和孩子，谁才应该

优先幸福？

时至今日，城市生活

的原子化、个体化太难逆

转，小家与大家，婚后的定

位家庭与婚前的原生家

庭，常会在生活里站成不

同立场。正当此时，苏大强

一家折腾着来、平和地走，

无非就是让荧屏前你我他

看看自己正经历着的、纠

结着的难题，体会一些“少

年不懂词中意，读懂已是

词中人”的生命循环。

曲终人散，当苏大强可

恨之人露出可怜之相，给父

母多些关注和理解，引发社

交空间的情绪共鸣；当苏明

玉第一次在剧中落泪，与过

去的伤痛和解、让未来的自

己轻装上阵，成了许多人赠

与自己的心理按摩。而当那

封遗嘱最后、苏大强近乎哀

求着希望子女以后多走动

多互助，又有多少人一边拭

泪一边想起自家疏于往来

的姊妹兄弟。

至于明哲、明成、吴

非、朱丽、石天冬等等角

色，他们的价值也是在拓

展这次讨论的边界。说到

底，每个社会人不止一重

身份，我们是自己，也是他

者的子女、父母、爱人、朋

友、同事、师生……多层视

角体悟后，但愿多些宽容

体量，少些怨天尤人；多些

换位思考，少些自我中心。

借荧屏上流动不居的

人生命题，愿人人都努力

幸福———这，大抵是现实

题材电视剧最温暖的意

义。 文/汇 汇

“烧脑王”保罗带《海市蜃楼》来中国
《北京青年报》消息 西班牙导演奥里奥尔·保罗的前

作《看不见的客人》2017年在国内公映收获1.7亿票房，创下
西班牙影片在中国上映的最高票房纪录。如今，其新作《海
市蜃楼》将于3月28日上映，24日影片首映，保罗第二次来
到中国，影迷对其的热情让他十分开心，并透露这部电影
的灵感来自于前女友。

《海市蜃楼》由戛纳金棕榈入围影片《胡丽叶塔》的女
主角阿德丽安娜·尤加特、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
节及戈雅奖双料影帝哈维尔·古铁雷斯、奇诺·达林等人领
衔主演。影片讲述25年前一个风暴将至的夜晚，小男孩尼
克目睹了邻居杀妻的全过程，被凶手发现的他在逃跑途中
被车撞死。尼克死去25年后，幸福的已婚妇女维拉搬进了
尼克住过的这所房子。一场和25年前一样的风暴让两段时
空交错，惊醒的维拉发现自己竟能与电视机里的尼克跨时
空对话。维拉透过电视机试图挽救这个男孩的性命，却引
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女儿消失、丈夫和身边的人全都不
再认识和相信自己。于是，维拉只能在风暴消失前有限的
15小时里，与唯一相信她的莱拉警长解开所有谜团。

《海市蜃楼》延续了“保罗式”的烧脑特质，加入了蝴蝶
效应、平行时空等众多考验智商的元素，虽然不像《看不见
的客人》大玩反转，但影片依旧烧脑。问及为何在一部悬疑
片中加入平行时空这一略带科幻色彩的元素时，保罗表示
自己在这部影片中更想表达“思考和选择”的问题。

在《看不见的客人》中，母亲为儿子展开高智商复仇，
智斗完美掩盖自己犯罪事实的CEO的故事情节，给观众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保罗导演热衷的“母爱”主题再
次在《海市蜃楼》中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动力。

面对众多观众的喜爱，保罗也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
激：“作为导演，我很高兴看到自己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
看到和讨论，我在遥远的西班牙看到我的故事被这么多中
国观众看到，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礼物。”

保罗透露目前正在构思两个作品，一个是关于间谍的
故事，会继续悬疑反转的风格；第二个是悬疑紧张情节的
电影，不过还没想好在哪儿拍摄，他笑说也有可能会选择
在中国拍摄。 （肖 扬）

《都挺好》大结局 暖男石天冬上线缓和观众情绪

《青春斗》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