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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3年精心打磨剧
本，跨越3个国家7座城市，
花费150个日夜拍摄的现
实主义时代青春大戏《青
春斗》正在北京卫视热播。
开播仅3天，网络上关于

“毕业焦虑”“校园恋爱”
“创业择业”等话题的讨论
已不绝于耳，其中也不乏
对剧中人设、家庭、情感的
质疑。

很少有哪位导演像赵
宝刚这样，在从业近30年
里，每部作品都能引发社
会热议和观剧狂潮。上世
纪90年代的《渴望》《过把
瘾》《永不瞑目》是父母辈
观众心中的经典，千禧年
后的《奋斗》《我的青春谁
做主》《北京青年》又成为
80青年心中的“青春圣
经”，对社会痛点的直击，
对不同时代爱情的刻画，
对青年一代成长路径的展
现，无不透露出赵宝刚对
现实题材精准的把控力和
敏锐度。

奋斗、抗争、不妥协、

不气馁，《青春斗》看似是
一份充满励志卖相的青春
鸡汤，实则是一部触及真
实年轻人生活的人间烟火
画卷。它没有“只要奋斗就
一定能成功”的豪情壮志，
而 是 调 侃 式 的 青 春 呓
语———“只要我们一直奋
斗，说不定哪天理想就实
现了”。

赵宝刚直言，《青春
斗》没有太多强行励志的
东西，它只是实实在在地
表现了生活，同时暗含着
人遭遇困境后的出路探
讨。“你的一生当中，总会
遇到一两件比较戏剧性
的、比较轰动的事情。我
想反映的就是年轻人在
遇到困境时这种真实的
无助，比如向真的自暴自
弃，丁兰的报复式对抗等
等，但在颓丧过后，你不
还得面对生活么，这就是
现实。”

当然，除却对年轻一
代的现实观照，赵宝刚在
《青春斗》中还毫无保留地

指出了现代年轻人存在的
问题———慵懒、享乐，甚至
是不自知的“自私”。“比如
说丁兰，很多年轻人同情
她，谁考虑过父母的问题，
没人。好像你说了我就必
须得同意一样，你们什么
时候考虑过父母的感受？
可能你会觉得我根本不了
解你们这一代，不是我不
了解，是你们不了解你们
自己。”

赵宝刚导戏向来以严
格著称，也正是因为这种
严格，从他的作品中走出
的演员，至今仍是活跃在
影视圈的中流砥柱。但此
次拍摄《青春斗》，赵宝刚
则成了众人眼中的“宝宝
刚”，“可爱”“没脾气”是年
轻演员们对他的一致评
价。“我和他们确实相处的
挺好，没发过一次脾气，还
天天给他们做饭。他们几
个爱吃炖肉，我天天给他
们炖肉吃，他们能怕我
么？”

36岁步入导演行当，

执导过20多部作品、多项
大奖在手的赵宝刚，自青
春时代起便立下志向，“要
拍一辈子青春题材”。如今
再忆初心，年少时未能离
家闯荡的遗憾，成为他作
品中关于奋斗、关于拼搏
的缘起。“我始终有一个梦
想，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
闯荡，最好是读一个大学，
最好能靠自己的能力在那
个城市立足，有一席之
地。”这些细碎的年少情
结，被赵宝刚放诸于《青春
斗》的五个女孩身上，在他
们的喜怒哀乐中，回味着
青春的无限可能。

迈入花甲之年的门
槛，曾经的“青春剧教父”
也自言难敌岁月。“老了”

“到点就没电”“体力不行”
“精力不够”在采访中被他
多次提及，但分毫不减的
暮年壮心依然在其心间闪
耀，只是在对人对事的态
度上，多了几分宽容和平
和，多了更多的正能量。

“可能老了记忆力辨别力

弱，对自己和他人都会谦
和一点，不再那么苛刻。”

回溯自己的创作历
程，赵宝刚感慨良多，不变
的不仅是他对时代的观察
与记录，还有他对不停滞
思考的坚持，用创作对抗
时间与衰老的决心。“我不
太想过早地步入老年生
活，年轻人不管怎样，有这
样那样的问题，但起码有
朝气。我还是愿意保持一
个年轻的心态，永远向
上。”采访最后，他笑着告
诉记者，自己不太喜欢循
规蹈矩按部就班，“去远
方”依旧是自己的梦想。

“还是希望能够去到一个
陌生的地方，开启一段游
学经历，也算是给自己离
休后找一点事情干。包括
我现在已经开始画画了，
有点艺术追求也不费体力
还能让精神活跃。只有精
神会给人的身体带来无限
的益处，这就是我一生的
体会。”

（据《北京青年报》）

《新京报》消息 赵宝
刚执导、郑爽主演的《青春
斗》正在北京卫视播出，和
赵宝刚以往的作品相同，该
剧播出后也引发了不少延
伸话题，面对“女主角太作”

“剧中的青春不是我的青
春”等争议，赵宝刚日前接
受采访时坦言，剧中的五个
女孩皆是“问题青年”，只有
正视每个人身上的不完美，
才能对症下药，一一治理。

“可能有人接受不了，觉得
人物太作，只是因为你们
自己不愿承认，看不清，只
有旁观的人能看到。”

从开篇剧情来讲，几
个女孩子都先后经历了谈
恋爱、交男朋友、分手等各
种恋爱桥段。有的网友感
叹，剧中对于恋爱的展现
过于密集，“原来青春斗就
是和男朋友斗啊？”对此，赵
宝刚坦言，一生中，恋爱的
比例在青春中占的最多，

“这一阶段不写爱情写什
么？必须写爱情，而且是大
篇幅地写爱情。”在赵宝刚
看来，“从头到尾奋斗”那不
是年轻人的生活，“我们的
生活在青春的过程中恋爱
是主导，25岁之前平均恋爱
次数3.8次，不是瞎说的。”

《青春斗》近期剧情引

发争议源于丁兰父母的争
论。剧中，丁兰获得留学德
国的资格，却被母亲烧掉
了签证和录取通知书。“凭
什么不放我走？”“这样的
父母是否太过自私？”成为
争议焦点，而赵宝刚则用
一句“凭什么放你走”直接
亮出自己的态度，旋即又
给出反问，“你们想过爸妈
的感受吗？什么都没沟通
突然就说要去德国读7年
书，吓死我了！这就是你们
这一代孩子的问题。”

剧中，几个女孩都有各
自命运的“坎坷”。对于大学
刚毕业的年轻人而言，这样
的剧情是否过于“一地鸡
毛”？“有人会觉得不真实，
我只能说每个人的生活是
不一样的，你身边没有，可
能其他人身边有。”赵宝刚
认为，在青年阶段谈成功过
于理想化，绝大多数人要面
对的是不如意的工作和不

顺心的恋情，他希望看到
的是青年人的成长，寄予
的是落在细微之处的改
变。“过去我们更多是一种
对成功的渴望。但事实上，
大多数人干的都是平凡的
工作，特别是青春期。”

《青春斗》一直在强调
“只要我们一直奋斗，说不
定哪天理想就实现了”。

“实践证明没那么多成功
的例子，这也是我对现在
年轻人的一个态度，不要
有那么多成功意识，总想
着驰骋世界，而是应该脚
踏实地，把今天的事情做
好，一点点地去改变，没准
就成了。”赵宝刚说。

“知名大导+90后小
花”，此次选择颇具争议的
郑爽担纲《青春斗》女主，令
不少观众感到意外，也有网
友表示，赵宝刚也开始不得
不用“流量担当”了。但赵宝
刚直言，郑爽完全符合向真

身上的“那股劲”。“我之前
没看过她的戏，但我看了
她在《演员的诞生》上的表
演，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小
女孩挺好。后来别人推荐了
她，我专门去上海见了见，
聊了4个小时。当时我就觉
得，她完全没问题。”

开拍之初，关于角色
及人物的心理转变，两人有
过不少碰撞与磨合，有时郑
爽会直接告诉赵宝刚，“我
们年轻人不这样，这场戏我
没法演”。但赵宝刚并不着
急，或将戏份置后，待其扭
转心理逻辑后再拍。“她特
别直接，开始的时候也有一
些争论，彼此都有各自的想
法。演员有自己的表演逻
辑，凡是她认为情绪上有一
点过不来的都可以调整，我
尊重她的表演方式，也很欣
赏这种态度。”

有人问及“身为50后
如何把握现今年轻人的状
态，会否失真或出现代
沟”，赵宝刚也丝毫不回
避，“太有可能了”。他直言
自己眼界有限，《青春斗》
只是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
知：“我的一生太有限了，
我只能看到这一点点。这
部剧有争议也很正常，但
从我的角度讲，不管别人
如何评价，起码我是付出
心血的。” （刘 玮）

郑爽：“向真”真的是
挺二的
《北京青年报》消息 自打电视剧《青春斗》在东方卫

视和北京卫视开播，郑爽的“热搜体质”以及与娱乐圈格格
不入的性格，再次彰显无余。不过接受采访时，郑爽给人
的感觉是耿直依旧，但也成熟了不少。“演向真的每一
天，我活得都挺心惊胆战，因为她真的是挺二的”；“演
技上热搜这个事是导演的功劳，因为导演一直说小爽
演得不错，甚至演技炸裂，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
都有点心虚。”剧中，郑爽为青春代言，与天地作战，与
不屈服的自己“斗”，回首自己的青春路她不无感慨，

“其实我大多数的青春，是耗在家里面，耗着过来的。
我比较被动，我有点胆小。但是我一直在储蓄能量，我
想积累更多的能量在日后使用。”听爽妹子亲口讲述从
偶像剧到现实剧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哪有什么“放飞
自我”，其实是负重前行。

《青春斗》中的“向真”一角，无疑是郑爽偶像剧出道以
来最为接地气的，不再故作清纯，没有高富帅围绕保护，反
而敢想敢做，不计后果，甚至有网友调侃“作”起来有点像
《都挺好》中的苏大强。 （杨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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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后导演拍青春是否有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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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爽扮演的向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