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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龚卫锋
去年，内地翻拍剧迎来井

喷，但大多数都光景惨淡:《寻

秦记》被拍成了《快乐星球》,

豆瓣评分2.3；《新笑傲江湖》

选了个“路人”令狐冲，豆瓣评

分 2.5；新版《流星花园》豆

瓣评分3.3……网上一个热搜

梗“影视圈没有编剧了吗”爆了,

网友指责内地电视剧翻拍甚至

抄袭成风 , 编剧又成了“背锅

侠”。

然而，2019 年，又一波翻

拍剧在路上，不仅有《天龙八

部》《神雕侠侣》等武侠剧、《放

羊的星星》《天国的嫁衣》等

偶像剧翻拍，还有翻拍自外国

热播剧的 ,内地版《城市猎人》

《信号》都会来凑热闹。不过，

回首看看两年前的张艺兴、陈

都灵版《求婚大作战》,一年前

的黄磊版《深夜食堂》,你还敢

看翻拍剧吗？

当下的翻拍剧 ,古装剧以

武侠作品居多，而金庸、古龙

的小说 IP 改编剧占了大头。这

些电视剧通常由新人担纲主

演，比如蒋家骏执导的新版《倚

天屠龙记》, 维持了“新人主

演+ 资深配角”的配置，曾舜

晞饰演张无忌，陈钰琪饰演赵

敏，祝绪丹饰演周芷若, 配角

阵容则由李东学、黑子、樊少皇、

曾黎、周海媚等资深演员组成。

新人担纲主演 , 如果调教

得好, 就像新版《射雕英雄传》

的“郭靖”杨旭文一样戏红人

也红 , 如果调教不好, 或者选

角不合适 , 就会像新版《笑傲

江湖》的“令狐冲”丁冠森一

样被吐槽。

武侠剧早有经典在前压阵 ,

要想超越前作难度很大。改编

得多了, 观众会认为翻拍剧不

尊重原著；改编得少了, 观众

又会问 : 翻拍的意义是什么?

此外 , 近年国内影视制作质量

整体下滑也影响到翻拍剧 , 剧

集灌水现象严重 , 随意增删情

节的情况更加普遍。

今年翻拍剧走火，据说是

因前年的新版《射雕英雄传》

口碑不俗 ,让投资方尝到甜头 ,

各大投资方蜂拥而至 ,翻拍市

场瞬间被炒热 ,一时间各种经

典电视剧都纷纷“备案”等待

翻拍。虽然热钱涌入翻拍剧 ,

投资方期待更快的投资回报 ,

但往往也忽略了影视制作的

规律 : 翻拍剧本身没有问

题 ,但如果压缩制作周期 ,

粗制滥造 , 剧集质量不行,

任何剧都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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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女第 N次闯江湖
又一波翻拍剧在路上

吴昕做节目多年，虽然也曾

传出她与杜海涛、李易峰、潘玮

柏等人的绯闻，但几乎从来没有

她和谁谈过恋爱的正式消息。

聊起爱情，吴昕说 ：“我是比

较被动型的，谁与我接触，我就

在这些人范围内选。”言下之意，

吴昕之前的感情对象都是身边人。

所以当吴昕与杜海涛因工作拍了

婚纱照；去年在《我们相爱吧》中，

她和潘玮柏组成“恩爱 CP”；在《快

乐大本营》节目中与李易峰多次

互动，就传出绯闻等就都情有可

原了。

在荧屏上看着有些“傻大姐”

的吴昕，也并非没有对谁动过心，

只是她也无奈 ：“你们说女追男隔

层纱，但我真不觉得！”吴昕不愿

意接受男女间暧昧的状态，“那种

感觉就是过渡，但我恋爱是以结

婚为目的，为什么要过渡。”所以

她的感情道路并不平坦。

“我其 实是以结 婚为前 提 去

恋爱，但我谈恋爱却没有超过一

年的。” 说到这，吴昕有些难过，

没找到真爱的她就总和自己较劲。

“我总是想，等事业有起色再找也

行，工作越来越好，才能找到更

好的人。”但时间也就在较劲中划

过，一转眼她就成了亲友眼中的“剩

女”。难怪，之前吴昕聊起女人没

事是否爱照镜子这个话题时，她

想都没想就说不会，“没什么可照

的，无非就是提醒自己又老了，皱

纹又多了之类的。”言语中透露的

都是无奈。

“恋爱都以结婚为前提，
但没有超过一年的恋情”

听完吴昕像邻家姑娘一样的

倾诉，其实记者心里也有一些堵，

没想到作为当红主持人的她，在

感情与婚姻中会有这么多无奈。有

人说明星赚那么多钱，还怕没有爱

情？但就像一些普通女孩一样，社

会的压力让她们害怕，怕结婚生子

耽误了工作，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被淘

汰。

前不久汪涵曾说：“有些人适合婚姻，

有些人并不适合也可以不结婚。”婚姻对

于每个人而言都有不同的定义，所以大家

也不要笑吴昕在预期的婚姻中，会把自

己的要求放得这么低。

其实，如今在职场上打拼的女生，

都在背着压力往前跑。也许我们多给

她们一些理解和支持，就能让她

们能丢下盔甲，回归成单纯美好

的小女生。

“36岁，身边未婚男人没剩谁了”

吴昕：愿意嫁给离异有孩的男人

感情上的失落，其实也会影响吴昕

在工作中对自己的判断。在《快乐大本营》

主持多年，吴昕总是站在主持群的侧方

位，甚至她被戏称为“人肉背景”。

“我在那档节目中做得很差。”也许

是喝了点酒的原故，吴昕说话也是特别

直接。从学校里的优秀学生，加入到《快

乐大本营》这个团队，吴昕找不到以前

的优越感了。“其实这些年，我特别怕听

‘她这么多年一点都没长进’的话，所

以连节目宣传我都不好意思发，觉得我

在节目中没什么表现，发这个宣传都有

些羞愧 。”吴昕说，再加上网友总是说：

“你不行就别占着这个位置，你给有能

力的人让出来。”这些话都深深地刺伤

了她。

吴昕说她其实和大家一样，在工作

中经常遇到扎心的事。“之前我参加一

场跨年晚会，因为舞台时间超出的缘故，

节目组就临时 把我的节目给砍 掉了。”

吴昕委屈地说，那场晚会是十个主持

人一起，她为了表演是精心准备很长时

间，但就在晚会开场前，她接到了节目

被砍的通知。“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后台

哭，轮到自己要上场主持时，我又擦干

眼泪上去。心里的难受劲，真是没法说。”

回忆这段经历，吴昕觉得还是很难过，

“第二天早上 5 点我看到‘吴昕节目被砍’

话题上了网络热搜。当时我赶着回剧组

拍戏，人家谁都不敢和我说什么，他们

也不知道能怎么和我说。”吴昕感叹，

那次事件对她的打击很大，但那次也是

她很大的转折点，“似乎我事业所有的

转折都是从那时开始，现在我也慢慢从

不自信的魔咒中走出来。毕竟不放过自

己也不行。”

“现实是残酷的，想明白就好” 记者手记 >>

扫一扫，看吴昕的
闺房私语

 大学毕业时，参加湖南卫视

《闪亮星主播》评选，吴昕幸运地

加入了湖南卫视主持团队，而且一

踏进电视圈，就在知名栏目《快乐

大本营》里担纲主持人。

那时，所有人都说吴昕是运气

最好的女孩。但这

十多年里，吴昕却

被“ 最 好” 压得 有

些喘不过气。

“ 我 其 实 很 想

找个人结婚，但女人

结婚怀孕怎么都要一

年半的时间，一年半

后还能回来这个节目

吗？想 到 这， 我 就 很

焦虑和恐慌。”吴昕很是直白地说。

今年已经 36 岁的吴昕知道，

自己也到了婚恋的尴尬年龄。起

初她倾向于找比自己年长的男人，

但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段，她发现

身边很少有没结婚的男生。正如

吴昕自己所说“也没剩谁了”！

所以，当记者问她现在的择

偶标准时，吴昕竟然说 ：“不在乎

对方是否结婚，也不在乎对方是

否有孩子。”看到记者疑惑的眼神，

她又补充：

“ 对 方 即

使有孩子

我也不在

乎，因为

我 也 不

想生。”

听

到 吴 昕

这样的话，吴昕的妈妈和

爸爸也多是无奈。“ 现在她的婚姻

是我们家最关注的问题。”吴爸爸

说。但是他们也不敢给女儿太大

压力，毕竟他们知道感情这事不是

能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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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我不介意找有过婚史的男人，如果对方有小孩
也可以……”当主持人吴昕说出这些话时，旁边的
吴妈妈目瞪口呆地看着女儿。

近日，综艺节目《我家那闺女》开播了，吴昕、
袁姗姗、傅园慧和何雯娜四个单身女孩开始了自己
的“找对象”过程。1 月 6 日，今日女报头条号刊
发了独家稿件《吴昕愿意嫁给有婚史且有孩子的男
人》稿子后，数十万粉丝阅读并留言。很多人都觉
得女明星应该最不缺人爱，殊不知今年已经 36 岁
的吴昕，却向记者坦露自己想爱又怕爱、结婚又怕
生孩子的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