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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和平、孔笙的编、导黄金组合，外
加刘烨、陈宝国、廖凡等六大影帝、视帝
的超一线阵容，近日正在北京等卫视热
播的历史巨制《北平无战事》，瞬间刷屏
“朋友圈”，成为目前最热的一部电视
剧。之所以说它热，是因为国产剧中极
少看到如此精品，不管是编、导、演精湛
的联手创作，还是精确到每一个职务名
称的考究，甚至符合时下反腐的主题，
都让常吃“粗粮”的电视观众感慨，
“真
是要惯坏眼睛”。不过，这样的良心作
品，真的只是为了迎合反腐主题？该剧
编剧刘和平表示，其实他要表达的主题
比这大得多，
《北平无战事》刻画的是
1948 年到 1949 年间中华民族的一次
历史大转型以及在这次转型中蒋家王
朝注定的覆灭命运，如果知道这部剧最
早的剧名《最后的王朝》，或许观众更能
接收到编剧想要发出的信息——这不
仅是一部反腐剧。

［话题 1］
政治题材敏感
重要的历史人物皆
“隐身”
提到《北平无战事》，先要说说刘和平。
从《雍正王朝》到《大明王朝 1566》，刘和平可
以说是电视圈当之无愧的顶级编剧，而《北
平无战事》则是他在《大明王朝》之后 7 年磨
一剑的心血之作。据称，本身就是历史学家
的他在考据这段民国历史时，多次到台湾地
区以及美国胡佛研究院研读大量史料，因此
无论是对“7·5 惨案”的历史回顾，还是对当
时国民党政府法币改革的金融事件，甚至国
民党生僻部门，都得以在剧中一一再现。历
史细节经受住了考据派的挑刺，紧张剧情也
让看多了偶像剧、雷人剧的观众耳目一新，
“原来严肃剧也能这么抓眼球”。
因为题材敏感，
《北平无战事》从投资到
制作可谓命运多舛。据该剧制片人李力透
露，剧本出来后经过 7 次撤资、7 次进资，最
终才有了今天的播出；同样因为题材的关
系，广电总局提出了整整 15 页的修改意见。
刘和平擅长把真实的历史事件套上虚拟的
人物，因此观众们在剧中可以看到，像蒋经
国、戴笠、傅作义等成了背后的“隐形人”，共
产党方面露脸的最高级别的人也只有刘云，
这样才巧妙地解决了涉及重大历史人物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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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无战事》集结六大影帝视帝

刘和平：

它，
不仅是

一部反腐剧
［话题 2］
迎合时下反腐 要表达的其实是历史转型
收视率方面，
《北平无战事》单是北京
卫 视 的 收 视 率 ，就 一 直 在 前 三 名 上 下 浮
动。数字虽然比不上一些雷剧，但口碑却
刷新了记者认识——无论是业内还是媒
体，几乎不约而同地在朋友圈刷屏表达好
感。而在以挑剔著称的豆瓣上，该剧也得
到 9.3 的高分，追平了刘和平前作《大明王
朝》，今年上半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宫
锁连城》的评分是 3.4。
对观众来说，观剧动机就是看这场民
国“贪腐案”如何抽丝剥茧，险象环生。不
过，对刘和平来说，可不是反腐那么简单，
对于该剧与时下中央的反腐风暴一致，他
表示纯属不谋而合，事实上，他想表达的主

题要大得多，
“我在表现中华民族少有的几
次历史大转型，中华民族 5000 年的文明史，
只有几次历史转型，其中 1948 年到 1949 年
算一次”。因此，很多人把《北平无战事》看
做是刘和平“王朝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而
刘 和 平 赋 予 该 剧 最 早 的 名 字《最 后 的 王
朝》，
也暗示了他的观点。
而针对如今雷剧、神剧收视率奇高的
境况，刘和平倒是颇为客观，
“ 精品的东西
很难，电视台一年要播这么多东西，部部是
精品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百花齐放，允许
这些东西存在，但心里要明白，这些（雷剧）
只是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产品需要而
已”
。

［话题 3］
历史细节讲究称呼 歌词等
“有据可查”
许多专业人士对《北平无战事》的观感， 知识。像剧中蒋经国一会儿被称为“经国
是两个字——
“讲究”
。导演孔笙透露，
拍摄
局长”，一会儿又被称为“建丰同志”
（蒋经
该剧，
他使用完全的电影摄像设备艾丽莎摄
国的字），就让不少观众迷糊，其实，
“ 建丰
影机，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整体光影效果， 同志”正是其一手创立的“铁血救国会”中
给了观众电影化的感觉。对他而言，
剧本的
成员对他的称呼。此外，剧中北平贪腐案
功力已经很深厚了，
所以他的任务就是还原
的史实——蒋经国在上海掀起的反贪行动
那个年代，还原编剧的戏剧效果，为此动了 “ 打 老 虎 ”，也 成 了 网 友 乐 于“ 考 据 ”的 重
不少脑筋。
点。而剧中时不时出现的那首上海老歌、
有意思的是，由于该剧鲜有地从国民
周璇原唱的《月圆花好》中，
“ 浮云散，明月
党的角度描写 1948 年至 1949 年的这段历
照人来……”的歌词，也被观众“考据”出
史，随着剧集热播，这段影视剧中极少展现
来，
“明月照人”之义，即是指国民党政权旧
的历史，也成了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有网
势力最终为新中国所代替——引来观众如
友甚至戏称，要看懂这部戏，必须先补历史
此下功夫
“深度解读”，也可见该剧之魅力。

［话题 4］
演技派飙戏 刘烨最抢眼
剧中，刘烨出演的国民党空军上校教官方
孟敖一身正气，陈宝国出演的贪腐巨头徐铁英
老奸巨猾，廖凡出演的学者梁经纶身份复杂，
倪大红出演的银行经理谢培东深藏不露……
实力派演员飙戏是《北平无战事》的一大看
点。作为编剧，刘和平称自己对每个演员都非
常满意，就连配角都非常满意，
“出演孙秘书的
孙之鸿几乎是生脸，最早导演希望这个角色找
大牌，但能不能推出新人也是衡量一部戏是否
成功的标准。孙秘书刚进组的时候自己也吓
得要死，不知道该怎么跟大腕儿配戏，演出来
就很好了。”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烨毫不掩饰对这个
角色的喜爱：
“ 方孟敖是这么多年来我演过的
最丰富、最完整的角色，我投入了特别多的感
情，他在我所演过的角色中是能排得上第一位
的。刘和平老师的剧本给这个人物赋予了太
多的东西，方孟敖身上纠结着让人发酸的悲剧
式情感，我特别喜欢这个角色。”刘烨用“无畏、
风流倜傥”作为关键词来形容自己饰演的方孟
敖，认为该角色既有军人的气概又不失文雅。
刘烨说此次自己饰演的空军飞行员教官有信
仰、有理想、有坚持，和他本人也有很多相似之
处，
“我们都抽雪茄，喝红酒，都很坚毅，总之所
有男人最完美的性格都在我身上有体现。”而
谈及自己在剧中的表演，刘烨十分有信心，作
为金马奖、金鸡奖双料影帝的他毫不讳言再拿
大奖的野心，
“孔笙导演的戏基本都能拿奖，我
特别想通过这个戏再拿个奖。”刘烨还开玩笑
称，与陈宝国、廖凡等老戏骨相比，自己优势明
显，
“ 廖凡他们都是那一拨的人了，我年轻，我
还有发展。”
（综合）

“腾讯电影+”明星 IP 未拍先红 泛娱乐业务上海国际授权展受追捧
10 月 14 日，腾讯互动娱乐在“2014 上海
国际品牌授权展”上宣布，
“腾讯电影+”与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京东、聚思传媒分别达成战
略合作意向、框架合作意向与代理合作意
向。这意味着，作为继腾讯游戏、腾讯文学、
腾讯动漫后，腾讯互娱旗下第四个实体业务
平台，
“ 腾讯电影+”在宣布成立不到一个月
后，已快速完成图书出版、音像合作、整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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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三大业务布局。
此前在 9 月举办的“腾讯互娱明星 IP 电
影计划发布会暨第二届互娱艺术高峰论坛”
上，“腾讯电影+”公布了首批明星 IP 电影
计划。此番“腾讯电影+”IP 在上海国际授
权展上“未拍先红”，衍生业务版权受到诸
多合作伙伴青睐，并取得阶段性合作进展。
（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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