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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又到了美剧迷狂欢的时刻! 经历
漫长的等待后! 新一季美剧在最近一个月
集体"归队#$ 日前!张朝阳在网上和美剧迷
们畅谈美剧时甚至号召白领们下班后看一
小时美剧再走! 这样有助于培养员工的
#$%&'!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就连美国总统奥
巴马日前接受采访也自曝是%国土安全&的
忠实拥趸$ 当国产剧陷入'越雷越红(的怪
圈时!大洋彼岸却频频诞生)神剧($ 美剧的
制胜宝典!到底是什么*

美剧好看!剧本是王道+ 与中国编剧的
单打独斗不同!美剧编剧通常是团队作战$

他们的分工也不同!有负责情节的!有负责
对白的!有负责分镜头脚本的$ %()小时&动

用了!*位编剧!%+,-&的编剧团队更多达("

多人$ 这些编剧! 本身就有深厚的专业素
养$ 如写%律师本色&的编剧凯莱本身是一
名律师,写%急诊室&的编剧麦克-克莱顿毕
业于哈佛医学院$ "凡是涉及专业内容的剧
本!美剧全部是请专家补充!叫做.剧本医
生/+ #!.日!创立专业美剧网站)美剧迷#的
站长小刚透露+ 正因为有这些大咖编剧在!

使美剧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都大大提高+

此外!边拍边播的模式!也使得编剧能
够根据观众的口味做出修改+ )首播集通常
由一群资深观众组成的.焦点陪审团/先看!

一旦审核不通过!就放弃拍摄+ 如果首播集
收视率不好!也会被砍+ 美剧开拍前通常还

有一个圆桌会议!让演员读剧本!这样编剧
会发现哪些是亮点!哪些要修改+ #小刚说+

近几年!好莱坞电影人)入侵#荧屏是
个新趋势+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0马丁-斯科
塞斯0汤姆-汉克斯等纷纷回到荧屏!并屡
屡在金球奖0艾美奖上有所斩获$

美剧凭什么能吸引到这些电影大咖*

除了大投入0高片酬之外!有线台的崛起也
为这些追求 )艺术性# 的大腕们提供了舞
台$ 有线电视台的观众都是收费用户!剧集
中不会插播广告$ 于是!这些大咖们可以不
用像为公共电视台打工那样! 每隔!"分钟
就要创造出一个高潮! 吸引观众看完广告
之后再来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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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浮城谜事&以一桩
离奇车祸命案为开端! 以案情引发出一个情爱秘密事件!从
而呈现出一个人性真实的微观世界+这部由娄烨执导的作品
成为入围("!(年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唯一华语片!该片将
于!0日在椰城影院上映+

"南国影探-快嘴影评(栏目将邀请影迷第一时间免费抢
看大片!影迷朋友请于今日01""后拨打电话**2(.2!3就有机
会获得海口奥斯卡亚豪国际影城为您提供的免费 %浮城谜
事&观影机会!成为影评团一员!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影评团
观影后需写一篇3""字影评! 优秀影评将刊登在本报娱乐版
"南国影探-快嘴影评(栏目中+ 好片齐上阵!欢乐金秋爽!免
费看电影!尽在奥斯卡!奥斯卡亚豪国际影城携 "南国影探-
快嘴影评(栏目欢迎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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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嘴影评

日前! 张朝阳在网上和美剧们畅谈美
剧+ 他表示! 自己是美剧和美国电影的爱好
者!美剧制作精良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他甚
至声称"员工看美剧可以提升公司竞争力(+

"现在快下班了!路上很堵!下班之后
别急着回家! 在办公室看完一集美剧再

走+ (张朝阳表示!自己最爱的美剧是口碑
佳作%绝命毒师&和刚刚斩获艾美奖的%国
土安全&+ 对于"怎么向老板提出下班看一
集美剧再走这个要求才能获得许可(!他
说3"就跟你老板说是我的建议! 有助于增
强公司竞争力+ (对此说法!网友议论纷纷!

有人直言"雷人("扯淡(!著名作家龙一表
示3"这是玩笑话!当不得真+ (著名编剧范
昕直言3"貌似是开玩笑吧+ (也有网友称这
话有一定道理!"美剧有科技含量! 国产剧
好多是十年前的科研成果!落后的知识+ (

!./"

*/0%1234567"

89#:;#<=#>?$/0@ABCAB

/0DEFGHIBJ"

KLMNOPQRSTUVWX

Y,Z[&\]Y %̂_`Ya'bc

& defghif' jkl

mnopqrstu&f!"# $%(

vw

4!/

&'(&

x

)'

y

)*

z P{O |}

+

~�� /}

+

��

!"#$%&'()*+,-./0!1(2)"345678/9:#;<

0=>?@$'(%ABCDEF9G&HIJHKL#MNOPQR'STU@V

B#5'(WXYLZ[\]^& 0_`abc@defgh'(#ij'kl'm

n'opq#k!rrsl#tuvZwxyz#{|}o(~���'(w�#$�

'S���!���w�( %�~�C����<0@��$\l;�%&

;��<00��v#'(��Z?��w?@����w�&

���( ��)7�

#$%&

!"

'

!$

()

1记者!"#

2记者获悉!由徐峥编
导的年度最强喜剧 %人再 途之泰 & 今天举行发布会!徐
峥0王宝强0黄渤三位主演首次同台聚首+ 徐峥0王宝强当天!

两人西装革履!炯炯有神!完全逆袭%人在 途&中的 丝形
象!让人眼前一亮+ "今天我们俩都比较帅!当然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衣服升级了!这也寓意着我们%人再 途之泰 &的全
方位升级!%泰 &无论在剧情0笑料0表演上!还是格局0阵
容0制作0音画上都比前作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导演徐峥对
自己的"处男作(信心满满+ 黄渤还在现场挑起了"骑马舞(!

他表示3"和他们俩一起演戏! 这次我终于可以当回偶像派
了(!他更声明"这次戏份相当多!绝对不是打酱油(+

据悉!%人再 途之泰 &定档!(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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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的食品公司销售经理曹小强!热爱生活!内
心善良!孝敬父母!对待感情严肃真诚!可以说是代
表着最典型的"中国好男人(+ 通常情况下!曹小强这
种剩男交往的对象!也多是年龄相仿的剩女!而剩女
们哪个没点"悲怆(的故事* 剧里的刀马旦野蛮女友
谷清便是! 她的妈妈被秉性恶劣的老爸逼死了!她
从前的感情也失败了!这些让谷清对于男人有着深
深的不信任感!她多疑0缺乏安全感!在看到曹小
强被长辈安排相亲! 而后又看到电影院里曹小强
与别的女人聊天! 谷清的心一下子就封闭了!收
回自己的爱!曹小强千般万般不愿意!也只能看
着她离开+ 看起来如此正能量的曹小强!也未
必能把自己身上的阳光照射到女友身上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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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小强是一个销售经理!工作还
算得上体面!但是这可达不到外界
对于剩男的物质条件要求555

"你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了!事
业应该风生水起了+ (剧中
与曹小强有情感纠葛
的0"后法

语老师"伍小六(就快言快语地说出了实话!两人分手
的那一段!"伍小六(说3"男人0孩子0有阿姨!还有狗!

为什么你还混得这么惨66(这话深深地伤害了曹小
强!也伤害了不少"同病相怜(的网友的心!"这让我们
这些. 丝/情何以堪!曹小强每月收入近万元!已经
不错了!天底下3/岁的男人混得比他惨的多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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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为只有剩女有压力!剩男的压力也不小+ 若
是你一个算不上"高富帅(的剩男!那压力就更大+ 类
似于曹小强就是如此! 七大姑八大姨都给他安排相
亲!一见面就是惟一的婚姻主题!好像是他的婚姻大
事不解决!全家子都没法安居乐业+ 而长辈们奉行的
还都是普遍培养0重点选拔的原则!长辈们要的还都
是立竿见影的效率!曹小强与谷清还在交往期!曹小
强就被长辈逼迫着与"伍小六(相亲!这也直接导致了
他与谷清感情的破裂+ 身为剩男!要记住该有的底线
要坚守!你那么多年都没急!现在急什么急*至于家庭
和外界的压力!任它流言蜚语!你就淡看云起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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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徐峥饰演的曹小强先后与六位女性交往!

小宋佳饰演的工作狂医生0 梅婷饰演的野蛮女友刀
马旦0马苏饰演的物质女0张歆艺饰演的单身辣妈0

隋兰饰演的乡下妹0车晓饰演的完美女!这也浓缩了
社会上不同女人的类型+但悲催的是!曹小强谈几次
恋爱就分几次手!而每次分手!曹小强也被女友颁发
"好人卡(+

网友称%大男当婚&就是曹小强收集"好人卡(的故
事!可问题是!没人愿意恋情无花无果而只接受"好
人卡(+有网友说3"每一次曹小强眼含着泪水看着那
些女主角的背影时!我就想!编剧是有多残忍!一次
不够!两次不够!还来多次66受虐狂吧都4(而直至
最终!曹小强的缘分是否来了都是未知数+ 据称!结
尾处有画外女声喊了一句"曹小强(!全剧在曹小强
回身微笑中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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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男当婚& 中徐峥饰演有点小幽默和小心酸
的剩男曹小强+ 剧里的"女强男弱(!曹小强无法接
受!徐峥表示3"曹小强看似很完美!但他也有一些
普通男人的问题+ 我们做过一个调查!2"5的男
人不能接受.女强男弱/!自尊心受不了+ (

%大男当婚&是开放式结局!曹小强最
终情归何处不得而知! 徐峥也说3"最后
表现的是曹小强的确是成功.脱光/1脱
离光棍2了!但是电视剧没有交代是
谁+因为说了!不管是谁!肯定会有
观众不满意+ (作为剧里的主角!

徐峥也建议说3"首先要充分
了解自我! 要有正确的价
值观!不要用世俗的眼
光来评判事物!这
个很重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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