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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一家人》正在北
京卫视热播。该剧由赖聪笔担任总制片
人，张文梁、倪骏编剧，冯凯执导，董洁、翟
天临、李立群、邱泽、何美璇、任运杰、洪佳
宁等演员联袂出演。《幸福一家人》巧妙糅
合职场、婚姻、家庭等诸多要素，通过一场

“傻瓜爸爸”房永福（李立群饰）对儿女发
起的“不孝诉讼”，聚焦亲情这一永恒话
题，多维度探讨当代家庭中的代际关系。
整个故事围绕房家三姐弟的成长生活，描
摹着家庭情感众生相，在锅碗瓢盆的烟火
气中，展开一幅生动鲜活的当代中国的

“家庭图鉴”。日前北京电视台“欢聚一
堂”系列社区活动携演员邱泽、何美璇走
进福海堂华苑社区，交流创作心得，共话
台前幕后的故事。

《幸福一家人》不仅将亲情话题凿实到
了生活中微小的细节处，更展示出每个人
在社会中的生存样态，将职场、情感话题和
家庭题材辐射到更广泛的年龄阶层。

播出至今，不少观众对房天忆在父
亲面前展现出来的冷漠和自私提出质
疑，甚至认为天忆是一个急功近利的
人。对此，邱泽解读道：“作为家中的长
子，天忆承担着工作和婚姻上的双重压
力，但他不善于表达，才把误会闹得越来
越大。其实房天忆是跟年轻时的房爸爸
是最像的，他们都性格内敛，不懂说爱，
但内心是温暖善良的。”

剧中，房天忆这个面坊老板的儿子
除了刻苦努力的一面，还经历了一段“非
典型”情感：与富家千金白雪“因误生爱”
而展开了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情缘。
对此，白雪的饰演者何美璇将其概括为

“撞出来的缘分”。出演过《一念天堂》、
《甜蜜暴击》等多样题材的电视剧，何美
璇一直在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作品中突
破自我。此次在《幸福一家人》中出演富
家千金白雪，就破天荒地上演了一段“倒

追”的戏码。
在最近播出的剧情中，对于白雪义无

反顾，不断放低自己的情感付出，而何美璇
则有着另外的解读：“白雪其实很有想法，
不是一味地付出。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
力来收获美好的爱情，是一个对待自己感
情很勇敢也很执着的姑娘。”

邱泽也坦言，“其实一开始天忆总觉得
配不上白雪，对这段感情比较摇摆，但后来
白雪的执着、勇敢和她对爱情的追求最终

打动了房天忆。”
在最近的剧情中，房家暗涌的矛盾正

在逐步升级，父子父女之间的不理解也在
一步步加深。活动现场，邱泽透露到，之后
故事很快就会迎来一次很大的剧情波澜，
届时房爸爸会把三个子女告上法庭，住在
一起的一家人究竟如何走到这一境地，还
请大家拭目以待。

谈及这部戏，邱泽表示，这是一部讲述
家庭关系，讲述爱，讲述包容的作品，它告

诉我们要学会聆听身边靠得最近的人，有
时候靠得越近越需要互相体谅。“我们要传
达给大家的就是‘爱要及时’，住在同一个
家中，及时告诉家人我们的真实心情是非
常关键的。”他特别强调道：“其实把爱说出
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何美璇则表示，
接拍这部戏，让自己学到很多，“整部戏讲
的其实都是家庭、亲情、爱情，希望通过这
部戏带给更多人温暖和爱，整部戏就在传
达这样的温暖力量。”

《幸福一家人》

探讨当代家庭代际关系探讨当代家庭代际关系探讨当代家庭代际关系探讨当代家庭代际关系

陆毅、袁泉主演的《风再起时》正在湖
南卫视播出，以方邦彦（陆毅饰）、何有邻
（徐洪浩饰）、康宁（朱雨辰饰）三人为故事
主线，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与成就。
该剧出品人和主演陆毅接受了采访，解读
拍摄幕后。

故事 勾连当下社会
《风再起时》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85

年以后，方邦彦、何有邻、康宁三人从部队
转业，走上企业、政府的工作岗位，见证了
价格闯关、南方谈话、亚洲金融危机、中国
加入WTO等重要历史节点。

跨越了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的《风再

起时》，着眼点不仅在描绘经济变革的历
程，更在于讲好故事，“如果故事讲不好，
观众不愿意看，那么就没意义了。说到
底，我们做这个剧，跟今天的社会要有勾
连，跟今天的观众要有交流。”出品人许
辉如是说。

人物 摆脱“高大全”
《风再起时》从启动之初就带有主旋

律色彩，是一部从经济视角出发，全景式
描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发展的献
礼剧。但许辉认为，“如果只把它当成一
部主旋律作品，那就太小看它了。”

《风再起时》在人物塑造上，也致力于

摆脱传统主旋律作品中“高大上”的人物
刻画套路。“方邦彦是一个军人，他有好的
一面，也有自身的缺陷，比如有些武断和
主观，而且他忽略了对妻子、女儿的照顾，
对她们有亏欠。这样的主人公，才是完整
的、多元的、可信的。”

陆毅谈角色
在主演陆毅看来，方邦彦是很真实、

立体的人物，“他有很大的军人特性，就是
执着，可能有些观众觉得他这个执着有点
过激了，就是他可以为了他心里的一个信
念，而忽略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有时候不
被人理解，尤其是不被家里人理解，其实
心里很痛苦，但是他就是执着。这个故事
虽然方邦彦是个大男主，但他并不像以前
那种大男主，像神一样的存在，什么事情
自己都能解决。没有，方邦彦是很真实，
很立体的一个人物。”

拍摄《风再起时》，也让陆毅回忆起属
于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记忆，“那会儿穿
的衣服全是父母单位发的工作服，孩子长
个儿长得快，衣服要给买大两号的，要不
然今年买了正好的明年就穿不下了。这
些我印象特别深刻，现在的年轻人是经历
不到了。”

陆毅评价戏中搭档袁泉是一个怀旧
的人，“她对八十年代很有好感，我记得有
一次私下跟她聊天儿，聊到八十年代，她
说八十年代正好是她出来求学、住校的时
候，我也是从小就出来求学、住校。我们
那代人从小就比较独立，生活自理能力比
较强。”

此外，令陆毅印象深刻的还有永江
厂，“我们找了几百个群众演员，几百辆自
行车迎着朝阳去往永江厂的厂门口，这些
都是我拍了这么多年戏没有经历过的。”

《风再起时》

陆毅：大男主戏不“男主”

改编自丁墨同名小说，由赵丽颖、金
瀚、俞灏明、曹曦文等人主演的商战情感
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以下简称《倾
城》）正在浙江卫视播出。作为擅长“悬
爱”题材的女作家丁墨的“商战第一作”，
以及赵丽颖婚后播出的第一部新剧，《倾
城》备受书粉和观众的期待。

剧版《倾城》男女主角从事的行业从
原来的箱包行业，改成了服装行业，原因
据该剧制片人透露，是因为箱包在影视
上展现的难度会大，直观感不是很强，服
装行业视觉冲击力会大一些。至于人物
的塑造，“浅浅一笑”不具备攻击力，是张
峰对于林浅的理解。在选择演员时，他
希望对方的笑容是阳光且具有感染力
的。而赵丽颖的形象和她对待演员这个
职业的专业态度，与张峰心中的林浅不
谋而合。原著作者丁墨多次毫不掩饰地
坦言对赵丽颖的喜爱，并表示她符合自
己心中林浅的形象，“她的形象气质挺有

灵气的，她之前那些影视作品里的人物
也展现出侠气和比较霸气的感觉，这个
跟原著中的林浅是比较贴合的。”

而角色中最受争议的是友情出演的
周一围，他饰演了林浅的哥哥林莫臣，该
角色在书中曾经圈粉无数。虽然周一围
只有短短几场戏份，却被书粉吐槽过于
强势和唠叨，与书中孤傲冷酷且尊重妹
妹想法的哥哥完全不同。张峰坦言，如
果林浅挣扎在社会边缘，是很难有梦想
的，林浅的无后顾之忧都是因为有了林
莫臣做后盾，所以剧本改编了林莫臣的
职业和社会背景，使得林浅和厉致诚的
事业线和爱情线都有了莫名的压力，“周
一围本身的气质是冷峻又高傲的，我们
认为很符合林莫臣的人设。”

剧中，俞灏明、曹曦文等不少配角均
采用同期声，但赵丽颖、金瀚却大量使用
配音，这令不少期待赵丽颖原声的粉丝
略感失望。张峰坦言，林浅和厉致诚作
为主演，拍摄场次最多，现场有干扰的同
期声会影响观赏，“而且现在后期力量非
常强大，就像一部电影现场的声音全是
参考后期的配音，因为配音可以使声音
更加纯粹，气息准确，台词清楚。”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后期“留遗憾”

日前，电影《中国合伙人2》发布“向
阳前行”版海报，并正式定档12月18日
全国公映。作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的献礼影片，该片邀请了赵立新、凌潇
肃、王嘉组成全新“中国合伙人2.0”，拉
开了互联网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
筑梦中国互联网的创业新篇章。

中国合伙人2
40年一群人一个梦

据悉，电影《中国合伙人2》不仅仅讲
述了程序员楚振辉、秦磊和投资经理人
徐顺之创办“非凡网”的创业经历，本片
聚焦的是中国互联网产业从无到有、风
云变幻的历程，可以说是一代中国互联
网人的集体回忆。同时，《中国合伙人2》
更是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一个民族、一
群人勇敢逐梦、为发展中国产业而创业
的历史缩影。电影中的中国互联网人与
电影外的中国电影人遥相呼应，都在各
自的领域中为了同一个梦想而努力奋
斗。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尊重，每一分
努力都应该被肯定，《中国合伙人2》向伟
大时代的创业者致敬！

赵立新凌潇肃王嘉
合伙创业靠实力说话

随着“向阳前行”版海报的发布，全
新的“中国合伙人 2.0”阵容也随之曝
光。画面中，初出茅庐的楚振辉、秦磊和
徐顺之面向北京地标性建筑物狂奔而
去，一人手持旗帜，另外两人抱着重物，
看起来十分狼狈，似乎暗示着创业之路
尚不明朗。但即便前途难料，三人勇往
直前的创业决心亦十分坚定。作为纪念
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献礼片，《中国合伙
人 2》在制作层面上可谓诚意十足。在

《声临其境》和《一本好书》中实力圈粉的
戏骨赵立新出演本片男主角楚振辉，而
与他联手创业的秦磊、徐顺之则分别由
在《演员的诞生》中有着精彩表现的凌潇
肃以及新生代演员王嘉饰演。此外，实
力派演员董琦、马梦唯、寇世勋、王劲松、
多布杰、杨轶、王蔚、贺宽、海一天的加盟
也为影片增色不少。

《中国合伙人2》
定档12.18

讲述第一书记脱贫攻坚的喜剧电影
《最后一公里》正在全国公映。在发行方
华夏电影陆续开展的专场放映中，全国
各地多位第一书记认为，影片通过简单
质朴的故事，为现实中脱贫攻坚打通“最
后一公里”提供了有效的工作方法。

中影新农村公司摄制的《最后一公
里》，主要讲述四川贫困山村珙桐村第一
书记邵云峰，发挥自身所长，将科技运用
到脱贫工作中，帮助村民建立了茶园进
行产业脱贫，并改变村“两委”工作不力、
培养年轻干部的故事。

影片原型之一、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
永寿村第一书记邵升说，影片通过李双洪
的坚韧不拔、周晓丽的义无反顾、周大奎
的迷途知返，特别是以周富贵为代表的守
旧派村干部最终能接受发展规律，心甘情
愿在年轻人带领下和乡亲们共同致富，展
现了贫困村精神面貌的变化。

邵升说，影片以拔掉乡亲们心里的
一根刺、打通乡亲们思想上最后一公里
收尾，这也为现实中的脱贫攻坚工作提
供了有效方法。“那就是要加强贫困村

‘两委’建设，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促进
乡村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
贫工作队，让困难群众用自己的双手让
幸福之花开得更艳。”

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驻村
第一书记王晓楠说，《最后一公里》不是
那种浑身透露着伟大光芒的宣讲课，也
不是那种凄风苦雨的攻坚戏，没有构建
以往高大全的干部形象，而是以平和的
视角贴近百姓。“简单质朴的故事情节，
却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和情感共鸣。”

山西省沁县南里乡唐村第一书记卫
小平说，电影中的人物有血有肉，粘着泥
土，透着乡情。“看着他们，我仿佛置身其
中。看到结尾的时候，我不禁热泪盈眶。
影片展现出的四川宜宾在扶贫工作中的
一些小技巧、小方法，比如‘歇帮’机制，是
一种很好的实践，对一些贫困户确实有鞭
策作用，对我们扶贫干部很有启发。”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村党总支第一书
记肖长森说，现在通州区已经没有贫困
村，但乡村振兴同样需要领头人，每个村
都有各自的“最后一公里”，每个村都需
要李双洪。

《最后一公里》
“第一书记”：脱贫攻坚打通

日前，电影《红线营救》开机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黄圣依作为电影女主角方
海若的扮演者出席发布会，主旋律题材和
新颖角色带来的未知精彩引人期待。

《红线营救》是一部以安全生产为背
景展开的电影，该影片讲述了走到痛苦
婚姻悬崖的省安监局安监员方海若，在
接到海天煤矿发生严重矿难的神秘电话
后，放下个人情感积极调查举报者提供
的信息，在抽丝剥茧的调查中，发现利益
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一系列的
斗智斗勇中揭开惊天内幕。当天，黄圣
依黑色丝绒短裙外搭白色西服现身，高
高扎起的小麻花辫，干练中稍显俏皮。
谈及女主角的选定，制片人赵卫东表示，
方海若是一个坚韧独立的女性，选角时
首要考虑的是演员的气质是否与角色相
匹配，而黄圣依正是仔细考虑后的合适
人选。而导演刘子铭称，在剧中，黄圣依
饰演的方海若一直坚持用生命和正义捍
卫煤矿工人，最终正义成功战胜了邪恶。

在发布会上，黄圣依表示“看完剧本之
后，感觉安监员这个群体非常不容易，值得
尊敬，他们身处安全生产工作第一线，肩负
着守护安全的责任，能够诠释这样一个角
色，是我的荣幸。”为了演出一个更为真实
的安监员形象，黄圣依打算在正式开机之
前深入到安监一线体验学习，力争塑造一
个真实且有血有肉的人物，同时，希望这部
戏能给社会传递正能量。被问及这部戏最
大的挑战时，黄圣依称，这个角色很有正义
感，调查报告的数据会影响很多人，可能让
更多人的命运出现转折，这份工作要承受
很大的身心压力，需要很有使命感与责任
感。据了解，初步估计电影《红线营救》将
于明年8月暑期档上映。

《红线营救》
黄圣依传递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