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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观众众的的眼眼睛睛是是很很““毒毒””的的

师文静

从去年的“演员的自我修
养”“演员的信念感”，到今年的

“表演的逻辑性”“表演的技巧
与情感调动”等相关问题的讨
论，综艺节目《我就是演员》（去
年的《演员的诞生》）将“演技”
掰开揉碎呈现给观众的做法，
让不少观众对演技有了清晰和
相对专业的认知，若是一档综
艺节目能教会观众理性品评演
技，好演员的春天才会来临。

与上一季相比，《我就是演

员》中类似导师刘烨与章子怡
毫无诚意、毫无业务探讨含量
的“扔鞋”互怼少了，节目中的
导师们都在集中探讨专业问
题，场上演员塑造人物的“表演
逻辑性”“表演技巧”才是想呈
献给观众的重点。为了探讨业
务，除了固定导师外，节目组为
此还请了陈凯歌、许鞍华、贾樟
柯等大导演来调教演员，剖析
表演深层问题。首期节目中陈
凯歌的点评可谓让演员、观众
都醍醐灌顶。面对徐娇、胡先煦
的“低端模仿版”《卧虎藏龙》，
陈凯歌的三个提问，虽让演员
毫无招架之力，但也理顺了人
物逻辑和表演逻辑。当观众对
左小青、任素汐表演的《一九四
二》片段很感动，但又有对演技
说不出的疑虑时，陈凯歌一语

道破：左小青正剧式的表演与
任素汐舞台化的表演有分歧，
两人各演各的。

节目第二期死磕了“何谓
入戏状态”“表演的逻辑性”等
问题。导师吴秀波、徐峥认为《七
月与安生》的表演中，阚清子是
入戏的，因为入戏，所以表演“准
确、老到”，而章子怡则提出了更
深的问题，认为入戏后的表演也
要有心理支撑，有行为的合理
性，换句话说，表演要挖掘人物
的深层心理逻辑，以便吃透人
物，这个逻辑会引导演员做出
更恰当的动作、表情，塑造出精
准的人物，甚至让神演技附体。

观众可以发现，吴秀波、徐
峥更强调的是演员怎么把握观
众心理，比如入戏、有表演情绪
等，而章子怡则更强调极致的

表演、毫无瑕疵的专业性，更想
把冰山以下的全貌呈现出来。
这种对演技的死磕，才是做艺
术需要的态度，也是有追求的
观众所需要的。

虽然节目为了效果也会在
后期剪辑、话题导向上做一些
秀，但总体来说，它成为一个探
讨演技的平台，也把影视圈存
在的各种问题摆到了台面上。
放眼我们当下的电视剧、网剧，
不少流量明星的尬演，已毁了
不少大制作，毁了不少角色，让
不少剧没法看，也让一些不理
性的粉丝们失去了辨别演技的
能力，更可悲的是不少考评演
技的奖项也开始向流量、向明
星低头。有些演员不以追求演
技进步为目的，而天天追求的
是数据、流量，从而失去了观众

的信任。
从最近播出的剧来看，无

论口碑好坏，若演员能精准塑
造角色，让角色出彩，也会引发
观众热议。在《天盛长歌》中，陈
坤与倪大红两人用演技撑起
了角色之间君臣、父子、皇家
无情的戏码，演技成为该剧
的看点。此外，杨紫也凭借演
技将《香蜜沉沉烬如霜》中很
招 人 厌 的 女 主 角 塑 造 得 细
腻、有层次。好的演技逃不过
观众的眼睛，观众真正想看
的正是演技。影视圈并不缺
好演员，缺的是对演技的关
照，让观众学会了从演技的角
度去看戏，让影视制作从演技、
人物气质符合去选角，对整个
行业来说是一种纠偏，这正是
探讨演技的价值所在。

本报记者 师文静

第十一届山东文化艺术节
开幕以来，在济南举行的全省
新创作剧目展演深受市民追
捧，大家纷纷走进剧院，感受戏
剧艺术的魅力。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也给观众和“壹粉”送去了
文化大餐，舞剧《棂·花姑子》、
枣梆剧《草根大师》的抢票看

戏、写观剧感受活动深得大家
喜爱，剧迷也通过齐鲁壹点发
来亲身观剧体验。

在享受艺术之余，读者给
本报发来观剧感言说出了舞台
戏剧巨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壹
粉”刘俊韬·博雅鸿儒表示，

“《草根大师》旋律优美，曲调大
气，高亢时豪气干云荡气回肠，
低婉时绵柔悠扬余音绕梁，令

人百听不厌。该剧讲述了一位
普通民间艺人对人生的豁达胸
怀、对艺术的热爱执着、对群众
的感恩奉献，除了宣传文化传
承，还倡导孝老敬亲，抵制低
俗、净化文化演出市场，教育意
义重大，确实值得一看。感谢齐
鲁晚报为读者、‘壹粉’发福利，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地
方艺术，感受传统艺术的时代

新意。”“壹粉”秋秋0218则表
示，“戏剧是传统文化，加上创
新，适合现代人。”

为了更好地回馈剧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继续为
热爱戏剧的观众送上大戏。
本次抢票剧目：柳琴戏《八姐
传奇》；演出地点：山东剧院；
演出时间：18日19 :30。您可以
扫描二维码下载齐鲁壹点进入

“情报站”或拔打电话85193700
进行抢票观剧，并写下您的观
剧感受。

抢票观剧活动继续

剧剧迷迷有有话话说说，，《《草草根根大大师师》》令令人人百百听听不不厌厌

郭郭靖靖宇宇捅捅破破
收收收收视视视视率率率率造造造造假假假假““““窗窗窗窗户户户户纸纸纸纸””””

引发行业强震，陆川徐峥等声援

天天娱评

9月15日，导演郭靖宇实名
举报电视剧《娘道》遭遇操纵收
视 率 黑 幕 ，一 石 激 起 千 层
浪——— 不仅王长田、陆川、陈思
诚等业内人士声援，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也于前日在其官方微
信公众号发文称已展开调查。

买收视率
已涨至百万一集

目前《娘道》北京卫视收视
已经破1，位列省级卫视第一。
郭靖宇说之所以还最终仍然坚
持“实名举报”，是因为几天前
得知用心创作的《天盛长歌》因
收视率“不合格”，被卫视剪掉
14集；两天前，他又得知“做收
视率一集已经收费100万了，而
且不讨价还价，因为风险高了。
他们用两个理由吓唬制片人就
范，第一个是《天盛长歌》发声
明不买收视率结果被剪，直接
损失一个亿；第二个理由就是
郭靖宇坏了规矩，收视率虽然
凑合，但口碑砸了，你看看网上
被骂的，这就是不合作的结
果。”郭靖宇遂决定“丢掉幻想，
准备战斗”。

郭靖宇说：“我今天说的
话，主管部门、纪检部门、公
安机关都可以来找我取证。”
他 还 呼 吁 全 体 同 行 站 在 一
起，“彻底清除假收视率的毒
瘤”。

事实上，这并非郭靖宇和
操纵收视率的黑势力第一次
正面交锋。2015年，其作品《大
秧歌》开播之前也遭遇“收视
率敲诈”。对方表示，“如果不
买收视率，戏再好绝对进不了
前十名！”此次面对敲诈，郭靖
宇明确表示：君子不与贼人为

伍！他在演讲中说：“国家广电
总局要求各电视台签署禁止
对赌公约后，某些卫视不收
敛，逼迫制作机构继续花钱购
买假收视率，而制作机构每部
剧要增加几千万元成本———
这种成本都只能做假账。一旦
做成功了，收视率上去了，再
向电视台要高价。这种饮鸩止

渴的恶性循环使得大多数电
视台不堪重负，更让许许多多
制作公司血本无归。可以说，
如今的影视界已形成大面积
坍塌的恶劣局面。”

王长田陈思诚
都有类似遭遇

郭靖宇此次的宣战行动，
引发了行业强震。众多从业者
自发声援，光线传媒总裁王长
田，导演陆川、陈思诚等先后

“站出来”讲述了类似的个人经
历———

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说，
“2015年初，因为不愿意参与收
视率造假，光线愤而退出电视

节目市场。当时多档节目在央
视等播出、二三百人赖以生存，
停播所有节目之痛苦记忆犹
新。停播之前乱象已存在多
年、多次呼吁无人理睬；停播
至今已三年九个月，其间业
界呼吁呐喊不绝于耳，恶况
却愈演愈烈无人幸免。据测
算，利益集团非法收入每年有
几十亿之巨。”

导演陆川透露，“曾经亲耳
听到某导演朋友在电话里无奈
地要求他的制片将每集40万元
购买收视率的费用打到北方某
市电视台购片主任指定的公
司。他跟我说如果不按照电视
台指定公司买收视率，他将收
不到电视台尾款。”

导演兼演员陈思诚发微
博称，“《远大前程》播出前遭
遇同样问题，合作公司良言相
劝说这是业内潜规则，属于

‘常规动作’，不买‘裸播’便没
有收视率！更会成为竞争公司
甚至‘友台’攻击的‘口实’！
我 义 愤 填 膺 下 想 发 微 博 示
众，怎奈家妻在旁苦口婆心
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忍下恶气后我放言，如电视
剧圈这样下去我便永不再踏
足！今闻郭导捅破这层‘窗户
纸’，拍手称快。同样小导演一
名，无论未来做不做电视剧都
要鼎力支持！”

除此之外，演员徐峥、萨
日娜、黄志忠、王景春、谷智
鑫、刘智扬、于毅、赵文卓，编
剧周梅森、温豪杰、宋方金、
王丽萍、王力扶、郝岩、陈彤，
制片人俞胜利，学者尹鸿，导
演 贾 樟 柯 等 也 纷 纷 转 发 声
援。

（杨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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