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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 1566》视频网站悄然上线

十年后再为良心代言
2 月 13 日，一部十
年前的历史剧《大明王
朝 1566》 在优酷视频
悄然上线，却引发了业
界震动。 一边是口碑在
媒体中持续发酵，豆瓣
评分高达 9.5； 一边是
播放量在持续上涨，上
线 三 天 超 过 1600 万 。
回想 2007 年该剧在湖
南卫视首播时，以平均
不到 0.5%的收视黯然
收场，以至于原定要拍
的《大明王朝 1587》也
再无下文，如今的礼遇
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
把。 在动辄言情偶像、
鲜花鲜肉霸屏的古装
氛围中，一部陈年旧剧
却让市场看到了“历史
剧 的 正 确 打 开 方 式 ”，
有演技、有故事、有人
性、有历史、有思考。

越剧范派创始人范瑞娟离世
曾在越剧电影中饰演梁山伯

创作氛围 良心剧标杆

编剧刘和平，圈内公认的学者型编剧；
导演张黎，曾经拍摄过《人间正道是沧桑》，
不过现在也去 IP网文了；主演陈宝国、倪
大红、黄志忠、王劲松、王庆祥，一水儿的实
力派……全剧以明朝嘉靖 45年间为历史
背景，用浓墨重彩的笔墨刻画了嘉靖、海
瑞、严嵩等一批观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
形象。该剧所揭示了社会贫富对立以及清
官与贪官的传统议题，引发了人们对现今
社会矛盾的思考。
有评论说，《大明王朝 1566》可以认为
是整个内地电视剧工业上的一个巅峰，它
选用了一群实力派演员，几乎所有演员都
和角色没有距离，皇帝说话有皇帝的样，高
官说话有高官的样，小吏说话有小吏的样，
平民说话有平民的样，整个剧集的台词拿
捏得相当稳。即使是龙套角色，也少有苟且
出戏的现象产生，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其实能有这样的感觉再正常不过，主
演之一王劲松在优酷重播该剧之时说，那
种专注那种认真，现在不会再有，“ 剧组

成立时有一条规定，演员必须试戏。给你
一场戏，说一下背景和人物关系，准备一
会儿，开始录像拍摄，最终选的角色绝大
多数都经过这个环节，也就是公平的择
优录用。”
面对当下“抠像”拍戏、普遍配音、替身
更是正常的业界现象，《大明王朝 1566》的
创作氛围是良心剧的标杆。王劲松记得，那
时剧组没有不通读剧本的人，甚至所有的
工作人员都对每一场要拍的戏一清二楚。
张黎在曾经的采访中也说过，
“有的演员偷
点懒，词不好，大伙那种不屑，压力太大了。
所有演员词都溜溜的，戏都好好的，一个演
员打磕巴了，那真是对不起，不用说，肯定
回去以后努力背词呢。他形成的习惯是，一
般早晨五点起床背词，七点钟出发。现场再
背词的演员，全组人都看不起。倪大红（当
时 40多岁）拍戏时，我们就见不着他，据
说天天憋在屋里琢磨，他从化装开始就进
入到严嵩 80多岁的状态，寡言少语、眼神
呆滞、动作缓慢等。”

时隔十年 品质剧获赞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各个环节都用心投
入的剧目却在湖南卫视首播时空前遇冷，
编剧刘和平接受采访时曾提到原因，“湖南
卫视当时是娱乐立台，它的基本观众与目
标观众重合度小，再加上当时又是十点非
黄档，收视率低也是时势使然。”低迷的收
视也阻碍了这部剧成为当年的“现象级”，
虽然口碑和品质在当年就颇受好评。
能够经受住时间检验的才叫经典。时
隔十年，《大明王朝 1566》的艺术价值重获
关注。“这几年电视剧的品质在持续滑坡，
观众虽然也吃大 IP、小鲜肉的菜，但内心
其实也在呼唤品质剧的出现，刚好这个时
候《大明王朝 1566》重新播出，在过去的十
年间它的品质、它的价值、它的水准在不断
得到新的认识，自然会得到有文化层次且
关注电视剧的人群的欢迎。”剧评人李星文
分析说。
历史正剧曾是内地荧屏最为重要的电
视剧类型，1997年的《雍正王朝》、2003年
的《走向共和》、2004年的《汉武大帝》都曾

引发强烈反响。不过，2006年 -2007年堪
称历史正剧集体退潮的时代，《贞观之治》、
《大明王朝 1566》、《卧薪尝胆》三部大剧陆
续遇冷。从此，国产历史正剧逐渐淡出荧
屏，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古装偶像言
情、仙侠奇幻剧。对此，李星文表示：“这种
现象也很正常吧，菜码就是要轮流变化，流
行文化总要不断翻出新花样，但是经典的
东西始终都会在。”
“轻画风”的历史剧目前已成主流，厚
重严肃的越来越无人问津，如此趋势和资
本尤其是互联网资本对市场的裹挟不无关
系，“品质剧的收视率永远不如商业剧，我
们所追求的不是品质剧要取代商业剧的位
置，而是说品质剧的自留地得到保留，也能
有一个自我循环的商业模式，这就成功了。
而现在的情况永远是‘大树底下不长草’，
永远是把一个类型抓住以后做烂做臭，以
至于品质剧的空间越来越小，呼吸越来越
困难，这个趋势应该扭转。”
北京晨报记者 冯遐

北京晨报综合消息 曾在越剧电影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饰演梁山伯的范
瑞娟 2月 17日离世，享年 93岁。范瑞
娟别名范竹山，1924年 1月 6日出生，
浙江新昌县黄泽镇（今属嵊州）人。
和京剧的男旦相反，南方的越剧都
是女扮男装，范瑞娟 1935年入龙凤舞
台科班学戏，由黄炳文师傅启蒙，工小
生。1941年夏初，在汇泉楼演出时因竺
素娥生病，她毛遂自荐救场成功，由此
当上了头肩。1945年 1月 29日，袁雪
芬、范瑞娟在九星大戏院首次演出《梁
祝哀史》，1953年拍了越剧彩色艺术影
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并获优秀影片
奖，通过荧屏被更多的观众关注。范瑞
娟唱腔淳朴，嗓音宽厚，台风稳健大方，
在舞台上“男子气概”十足。范瑞娟戏路
极宽，表演上稳健大方。她创立了越剧
流派中的“范派”艺术。唱腔在继承男班
“正调”的基础上，吸收了京剧马连良、
高庆奎等名家的唱腔音调和润腔处理，
形成音调宽厚响亮、咬字坚实稳重、行
腔迂回流畅的特点。她与琴师合作，大
胆吸收京剧“反二簧”曲调，首创了优
美、抒情的“弦下调”，成为显示流派特
色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丰富和发展

了越剧的声乐艺术。
1951年，范瑞娟任华东越剧实验
剧团副团长兼任上海越剧工会主席，同
年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全国政协特邀
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人
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有突出
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据悉，尊重
范瑞娟本人和家属意见，将不举行遗体
告别仪式。
（和璐璐）

谭晶反串玩转民族风
北京晨报讯 （记 者 冯 遐） 今天
22：30，湖南卫视音乐节目《歌手》将继
续播出。随着“场场有淘汰”的赛制持续
升温，在线歌手也纷纷亮出大招。其中，
谭晶亲自参与填词，以一首新歌《赛里
木湖的月光》应战，从造型到编曲都让
现场观众大呼“开眼界”。
前四场比拼中，谭晶呈现了以抒
情、摇滚为代表的多元素曲风，而本场

带来的民族音乐作品——
—《赛里木湖
的月光》是谭晶多年音乐积累的产物，
也是她自我挑战和突破的体现。该曲
加入了 7种大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民族特色乐器，其中以新疆民族音乐
为主打，演绎难度可见一斑。为了更形
象地表达出歌曲中的意境，谭晶不仅
参与填词，在演出当晚也大玩了一把
“反串”。

大张伟大华展开迷之对话
北京晨报讯（记者 冯遐）湖南卫
视真人秀《向往的生活》明晚将邀请到“古
灵精怪”的大张伟将要到访蘑菇屋，然而
在大张伟没有到达之前，刘宪华便开始担
心自己和大张伟无法交流，因为大张伟说
话太快，他完全听不懂大老师在说什么。
孰料，大张伟刚到蘑菇屋，俩人便
聊得火热、无所不谈。纵然俩人通过中
文聊得并不顺畅，但是依然十分欢乐。

刘宪华最疑惑的就是大张伟的口音为
何如此奇怪，站在一旁的何炅直言道：
“大华进不去你的世界。”刘宪华更■的
境况在后面，把“生活”听成“生火”、“上
岗”听成“香港”……惹得黄磊和何炅笑
到不能自已。对此，大张伟坦言：“即使
这样，我们也能聊下去。”看来两位之间
真的不需要语言就可以交流，音乐便是
他们沟通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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