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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华
航和远航两家航空公司成功起
义，毅然飞回人民怀抱。两家航
空公司的起义回归，最终形成了
中国民航的雏形。国内首部航空
题材的谍战剧《归鸿》6日晚在江
苏卫视开播，将向观众讲述这段
鲜为人知的历史。剧中，凌潇肃
与富大龙分别饰演一正一反两
个角色。

《归鸿》是根据“两航起义”
改编而成的谍战剧，真实的历史
决定了剧情逻辑要禁得起推敲。
导演刘飚介绍：“剧本经过了三
年打磨，整理了半个房间的历史
资料。我们还走访了亲历者，剧
中人物大多能找到原型参照，男
主角聂云开这个角色可以说浓
缩了很多原型，最终在写实的基
础上创作了现在的故事。”在电
视剧看片会现场，刘飚导演回忆
剧本创作经历时眼含热泪：“随
着对历史故事的不断了解，我们
自己也被深深地打动。当年这些
机长和地下工作者都很年轻，他
们在人生的交叉路口选择了明
灯的方向。就像聂云开的一句台
词：‘我们不是叛逃，是回家。’”

《归鸿》展现特定的历史节
点和历史事件，对拍摄手法、服
化道的要求都比较细致。“这部
剧我们不给角色设计走位，演员
可以在场景中自由走动，这就意
味着所有的道具必须都是‘真
的’，任何角度都不允许穿帮。”

刘飚导演说，为了营造场景的真
实感，剧组参考了非常多的历史
照片，让剧中的场景具有十足的
代入感。

剧中，凌潇肃担纲男一号，
饰演潜伏的地下党员聂云开。聂
云开以总经济师的身份深入华
航内部，游走在各方势力角逐的
中心地带，最终成功策反“两航”
高层。刘一含则在剧中饰演女一
号沈希言，这个人物同样是我党
潜伏在两航内部的地下工作者。

说到饰演谍战剧的感受，凌
潇肃坦言，是“用真情实感在演
戏”。在进组之前，凌潇肃查阅了
大量两航起义的资料，并随导
演、编剧一道访问专家学者。“我
在恶补历史的时候看到，很多年
轻的飞行员，前一秒还在和家人

联络，下一秒就回不来了。”在
《归鸿》中，不再回避一个问题：
地下工作者也是人，会不会怕
死，如何面对死亡。

谈到剧中与自己“过招”颇
多的富大龙，凌潇肃赞不绝口。
剧中，富大龙饰演的郑彬开篇即
留下一大悬念。明面上，郑彬是
华航内部营业部主任，手握重大
机密，深受两航高层重视。因为
一封绝密情报，郑彬的身份瞬间
成疑。这样的角色设置，让郑彬
与聂云开有了最多的对手戏。

“富大龙是我在电影学院的师
哥，合作之前就听说他的业务能
力非常棒。合作起来，他能给你
一种安全感，和他对戏，永远不
用担心你的戏会‘掉地上’。”凌
潇肃说。 （《北京晚报》11.6）

另类谍战剧
首现“两航起义”暗战风云
《归鸿》开播 富大龙凌潇肃师兄弟在潜伏中“过招”

11 月 5 日，清新田园剧《温
暖的味道》在青岛举行媒体探班
与见面会，首度公开拍摄阵容和
部分拍摄花絮，编剧谷凯，导演
李云亮，制片人靖雷，主演靳东、
李乃文、吴越、高露、毛晓慧、王
梓权等全员亮相。值得一提的
是，一贯以都市精英形象出现的
靳东，此次深入基层当起了“书
记”，走起了田园风的路线。

转型出演家乡好干部

《温暖的味道》以“第一书
记”作为表现主体，结合新时期
农村发展现状，讲述了第一书记
下乡后如何加强基层党组织、推
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

升治理水平的故事，这也是山影
继 2014 年成功推出电视剧《马
向阳下乡记》后再次将镜头聚焦

“第一书记”。
近年来，靳东成功塑造的很

多“都市精英”形象深入人心。此
次，他主动尝试清新田园剧，不
仅让人眼前一亮，足见他对山影
这位“老朋友”的信赖和对角色
的喜爱。靳东在剧中饰演深入基
层的第一书记孙光明，在新形势
下开拓生态新农村，发展生态新
农业，带领全村村民走向了幸福
的小康生活。

靳东在现场表达了对角色的
喜爱：“作为山东人，能够有机会
塑造一位家乡的好干部，我感到
非常荣幸。我很喜欢孙光明这个
角色，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新
时期农村干部的特质，那是一种
对生活、对工作、对人民发自肺腑
的爱，这种爱传导、带动着更多人
乐观向上的生活并努力为新农村
建设增砖添瓦。我一定会竭尽所
能塑造好这个角色，表达对每一
位扎根基层工作者的敬意。”

展现诗情画意新农村

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剧，《温

暖的味道》融入了直播、美食、民
宿等时尚元素，还有非物质文化
遗产“胶州秧歌”“海青茶”“驿
站”等传统文化，不仅故事内容
丰富，形式表现更是诚意满满。

导演李云亮表示，农村剧是
有很大创作空间的，农村的秀美
风光、宁静空旷、人际关系等，其
实是我们每个人所向往的。《温
暖的味道》努力在寻找美、呈现
美，无论是美味、美景，还是点滴
琐事，都在传递着温暖的主题。
因此，在置景、服装、美术造型上
都力求清新雅致的“田园风”，展
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诗情画意
的乡村荧屏形象，唤醒大家对乡
村的向往，点亮心中的田园梦。

该剧在聚焦反映党和政府
关心农村工作、重视培养农村干
部、重视引导农民致富的思想内
涵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和挖掘新
农村建设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精
准扶贫和历史文化的传承问题。

制片人靖雷表示，《温暖的味
道》在现有农村真实状况的基础
上进行艺术创作，努力引导广大
电视观众在喜闻乐见的同时，能
够了解政策、扩宽视野，达到寓教
于乐的目的。（《半岛都市报》11.6）

《温暖的味道》举行媒体见面会

靳东清新田园剧里演书记

在 3 日举行的 2019 中
国科幻大会上，南方科技大
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
心发布了《2019年度中国科
幻产业报告》。报告显示，
2018 年科幻周边产品产值
总和约为4．5亿元。2019 年
上半年，周边产品产值总和
约为9．5亿元。近期以盲盒、
模型为代表的玩具在国内市
场火热，其中不乏科幻元素。
业内人士指出，科幻衍生品
开发潜力巨大。

报告指出，科幻电影市场
2018年全年总产值为209．05
亿元，2019年上半年上映的
影片产值已达172．339亿元。
与作为科幻产品龙头的科幻
电影市场相比，目前我国周边
衍生品产值少得可怜。

据了解，今年年初电影
《流浪地球》是在上映后，才
授权给多家公司进行衍生品
开发。而欧美、日本等国家早
已将衍生品开发作为扩大市
场、维系IP热度、分散影视投
资风险的重要手段。《星球大
战》《变形金刚》《冰雪奇缘》
等电影周边产品收入占总收
入相当大的比例，在有些案
例中甚至远超电影票房。

“因为衍生品开发周期

较长，建议在电影开发阶段
就开始筹划，可以搭配电影
宣传节奏。”未来事务管理局
创始人姬少亭说。

姬少亭表示，在IP衍生
品生产方面，国内很多生产
厂家已经掌握了成熟的技
术，但是依然缺少创意与设
计，衍生品种类也很单一。

“目前钥匙扣、马克杯等造价
便宜、工艺简单、设计元素少
的居多，整体周边市场还处
于起步阶段。”

此外，科幻周边衍生品
的开发授权在国内还是新鲜
事物，虽然已经迈出了可喜
的一步，但存在授权方对后
续开发的管控不到位、衍生
品质量低下、消费者不满意
最终损害品牌形象的情况。

业内人士指出，周边产
品的开发以视觉形象为基
础，而科幻大多构建了具有
新奇性的世界观和形象，视
觉元素丰富，具备开发衍生
品的巨大潜力。

《2019年度中国科幻产
业报告》分析未来趋势指出，
科幻产业门类将更加丰富。
在投资、产业丰富化的过程
中，从业人数将稳步提升。

（新华社11.5）

科幻衍生品开发潜力巨大

《中国女排》近日发布态
度版海报，展示出国家队主
教练郎平的一张一弛。郎平

目前打造的这支中国女排称
之为“白金一代”，5 年之间
已经 3 夺世界冠军。郎平的
霸气与柔情，被巩俐精准地
演绎出来——由导演陈可辛
执导、巩俐领衔主演的电影

《中国女排》将于 2020 年大
年初一上映。

此次发布的海报可以看
出《中国女排》的宏大视野：
以“功勋主帅”郎平指导为切
口，带全国人民重温中国女
排 30 多年来激情燃烧的岁
月。巩俐曾表示这是极具挑
战的一部戏：“郎平是一位英
雄，是正在活跃的现实人物，
而且还有很多排球上的技术
难点。” （《信息时报》11.6）

巩俐演绎“冠军主帅”多面风采

日前，第七届乌镇戏剧
节落下帷幕，《鸡兔同笼》最
终摘得今年的“小镇奖”最佳
戏剧奖。闭幕式上，下一届乌
镇戏剧节的主题由乌镇戏剧
节四位发起人陈向宏、黄磊、
赖声川、孟京辉共同揭晓，将
于明年 11 月 5 日至 15 日举
行的第八届乌镇戏剧节的主
题为“茂”。

回望10天戏剧盛宴，28
部共计 141 场特邀剧目演
出、18组共计60场青年竞演
演出、超过1800场古镇嘉年
华充满了 4.92 平方公里的
乌镇西栅景区空间，剧场内
外，白日深夜，好戏连台，目

不暇接；与此同时，14 场小
镇对话、5 个戏剧工作坊、5
个IATC青年戏剧评论工作
坊、10场朗读会架起舞台与
观众的桥梁，给狂欢以沉思，
给震撼以深度。

由刘添祺自编自导，他
与蔡力豪共同出演的《鸡兔
同笼》，在入围决赛的六部作
品里脱颖而出，最终摘得今
年的“小镇奖”最佳戏剧奖。

“青年竞演”小镇奖特别
关注奖则由《剧院故事一则》
获得，而最佳个人表现奖获
得者则由《黎曼的宇宙》的青
年导演金石飞与主演刘一君
获得。 （《广州日报》11.6）

第七届乌镇戏剧节落幕

《鸡兔同笼》获“小镇奖”最佳戏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