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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初，大家宅家抗疫，
电视收视率大幅增长。据统计，
2020年第一季度每日户均收视时
长增长半小时。

《安家》《三十而已》《隐秘的角
落》《沉默的真相》……品相良好的
类型剧，不必担心被“埋没”。无论
是上星剧还是网剧，观众手中的“打

分机制”趋于理性与包容，也对注水
和敷衍的剧集更加不留情面。

这一年，国产剧部分常规题材
实现效果显著的创新和突破，“冷
门”题材冲出“逆袭者”，也有一些被
寄予厚望的作品高开低走只完成
“半部好剧”，作品的周边话题掩盖
了对作品本身的讨论。

一部剧不只是讲好几个人的故事
回顾 2020年认可度较高的几部国产

剧，可以发现共同的“爆款因素”：以很强
的社会关照意识和人文关怀感作为支撑
故事的“主心骨”。

2020年上半年电视剧的“收视之王”
《安家》是上半年收视率唯一破 2、收视
份额破 7的电视剧。

《安家》看似一部职场剧，展现一家
中介公司的“双店长竞争”，然而该剧的
视角和野心远远高于门店职场纷争——
房产中介在帮助客户安家之余，也见证
客户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表面看买卖的
是房子，可人与人之间交换的是细碎而
真实的人生冷暖。

展现“30+”女性群像的《三十而已》，
之所以受到关注，也绝不是观众想看 3
个姑娘的生活有多“drama”。《三十而已》
戳到了太多都市女性的痛点：职场性别歧
视、催生催婚、家庭与事业难以平衡……
表达出了女性面对困境的勇于抗争与自
我救赎的积极态度：“才 30 岁怕什么？”

“女人应该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社会关照感推动作品出圈，在 2020

年如黑马般杀出的悬疑题材“迷雾剧场”
中也得到验证。

“迷雾剧场”网剧《隐秘的角落》，在
美国《综艺》杂志 2020 年评选的 15 部最
佳国际剧集中位列第二，也是榜单中唯
一的中国剧集。《隐秘的角落》和《沉默的
真相》，除了悬疑题材天然优势、精湛的
制作和演员的出色表演，对于影视行业
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所有观众在
案件进展过程中触摸到平日里隐秘和沉
痛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

聚焦抗疫题材的首部“时代报告剧”
《在一起》，在豆瓣被 7 万余名观众打出
8.7 的高分。医护人员、外卖小哥、服装
厂老板……各行各业的平凡人们共同投
身抗疫战斗。

年底播出的《装台》，讲述装台人的悲
欢离合、酸甜苦辣，以及古城西安在改革
开放大潮中的故事，圈粉无数，被称为“国
产剧里的清流”；《大江大河 2》目前 9.3
分，维持了第一部的“硬”叙事和时代感。

2020 的高国民度剧集，不只是讲好
几个角色的单薄故事，须以吸引人的叙
事，折射社会群像和时代特色。

大量创新点有待发掘
2020 年国产剧集中，有一些常规题

材涌现惊喜“加分项”。青春剧、悬疑剧、
女性题材等都被发掘出新亮点。

《棋魂》《风犬少年的天空》《二十不
惑》《冰糖炖雪梨》《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
呢》等青春剧，整体都不只是限定于一两
个主角的故事线，而是延伸对整个年轻
群体的描绘。

比如《以家人之名》《我才不要和你
做朋友呢》，引发观众对亲情和友情的思
考；《二十不惑》《风犬少年的天空》描写
少年和社会初次交手时的纠结、茫然和
痛苦。

改编自日本动漫，“低开高走”的《棋
魂》，收官后豆瓣评分继续走高至 8.6分，
在年底引发观众感慨“真香”的好评。这
部剧“不谈恋爱，只谈热爱”，凭借既隽永
又很燃的围棋少年群像，让围棋这样一
个冷门主题“逆袭”出圈。

另外，聚焦女性群像的剧集，发展出
更丰富的纬度，既有《二十不惑》《三十而
已》《了不起的女孩》等围绕女性生活情
感的剧集，也有《摩天大楼》《白色月光》
等从悬疑视角侧面关照女性权益问题的
作品。

观众的“打分器”更严苛
2020年国剧市场，很值得肯定的一点

是，没有盲目、扎堆儿追逐以往“圈粉”的
类型，很多从业者、创作者积极挑战和探
索多元题材，不畏“冷门”，不惧“试错”。

不过，在今年国产剧答卷上，有些类型、
题材剧集的创作，还有需要提升的空间。

《安家》《怪你过分美丽》《平凡的荣
耀》等剧，撑起了今年的都市职场剧板
块，观众表示终于不是打着上班的幌子
谈恋爱了，越来越贴近真实的职场。不
过整体看，优质职场剧数量有限，国产剧
中的职业多样性还有待拓展。

《中国电视剧风向标报告 2020》显
示，在 2020 年网络剧播放量前 30 名中，
有 16 部是古装剧。古装剧版块，《锦衣

之下》《琉璃》《传闻中的陈芊芊》《三生三
世枕上书》等几部属于高热度剧集，但和
2019 年频出爆款相比，今年古装剧集总
体口碑一般。

有几部开播时观众给予极高期望的
古装剧集，如《清平乐》《大秦赋》《燕云
台》《有翡》等，均未能取得理想成绩。

也有一些剧集在播出之际，热热闹闹
的“周边话题”强势掩盖了对剧作本身的
讨论，例如《爱情公寓5》《我是余欢水》等。

当国产剧“菜色齐全”地被端到观众
面前，随之而来的就是水涨船高的评价

机制。在网络空间里大家拿起“打分器”
的热情比往年更加高涨，愿意接纳新类
型，同时也对剧集品质提出更严苛、更直
接的要求。

不过，也有一些被舆论场“忽视”或
低估的佳作。

对于“被忽视和低估的精品”，有观
众在豆瓣小组里感慨：“一直在安利，从
未被赞赏。”每年登台的国产剧，难免
有如是遗憾，唯盼后续还会有回眸赏
识之人，以及市场能少一点这般被忽
略的角落。 □沈杰群

“我成功，她不嫉妒，我萎靡，她不轻视，人
生得一知己足矣。”

初读亦舒的《流金岁月》，就被这句话深深
吸引了，只觉得能拥有此等友谊是何其幸运。
不同于时下 P图只 P自己的“塑料姐妹情”，而
是两位女生对彼此真正的欣赏、相互扶持，共
度难关，同享喜悦。

而此次《流金岁月》再度被翻拍成电视剧，
或许也印证着，这种纯粹而真实的感情，在纷
繁复杂的快节奏时代，仍是人们所渴求的。

在 2020年的最后几天，各方看好的电视剧
趁着年末纷纷上线，几乎每一部上线的影片都
有非常高的热度。像赵丽颖、王一博主演的
《有翡》、王凯、董子健主演的《大江大河》都是
目前火爆荧幕的影视剧。

由刘诗诗、倪妮主演的双女主题材电视剧
《流金岁月》也参与到年末 PK当中，和各大影
视剧打起了擂台战。观众对于它的评价呈现
出两种状态，有的观众认为刘诗诗和倪妮将原
著中两位女主角的人设演绎的十分到位，同时
也有人觉得刘诗诗和倪妮的演技十分尴尬，并
不贴合剧情。而对《流金岁月》本身却都抱有
很大的期待。

《流金岁月》是根据亦舒同名小说改编，讲述
了蒋南孙和朱锁锁两人一路扶持的友谊并一起
成长的故事。

倪妮的剧照有一种成熟女性的美，刘诗诗
的剧照则有一种安静的美，两人放在一起很养
眼，当时想双女主的戏应该也不差，至少整部
剧的基调、剧情、服装道具什么的应该是好的。

最近女主戏很多，比如也很火的另一部剧
《了不起的女孩》，因为金晨和李一桐并没有太
大的流量，所以这部剧在播出了这么久也并没
有大火。

反观《流金岁月》从开播前的不断预热，到红
毯共同走秀，再到播出，都经常在热搜上能够看到两位女主的
身影。所以光在这一方面，《流金岁月》就领先了一步。

蒋南孙在剧中的感情线是比较复杂的，杨玏饰演的章安
仁是蒋南孙的前男友。章安仁的家境比蒋南孙优越许多，
而章安仁的性格也是属于偏稳重型的。在爱情之路上的
蒋南孙，为了追逐男友的脚步，也付出了不少努力。奈何
现实太残酷，中间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挫折，也教会了
她成长。

人事沧桑，岁月无情，《流金岁月》讲述的朱锁锁和蒋南
孙遍尝生活的个中滋味，以及互相扶持、同甘共苦，不仅将
生活经营出多彩的模样，亦各自成为最成熟的女人，还拥有
自己的流金岁月的故事。 □王怡

2020年你追过多少部国产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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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年，《温暖的抱抱》来
得刚刚好。

2021，就是一个从二归一之
年，从二元对立的认知中，回归
到无善无恶的本心中，回归命运

共同体的共识，从自己开始，拥
抱生命中的各种色彩。

人类社会，全民在呼唤“温暖
的抱抱”，不是从别人开始，而是
自己先张开双臂。 □李敏

和谐：拥抱生命中的各种色彩

《温暖的抱抱》是2021年开年影片中，疗愈拓展
元素最多，幽默又不失好玩的一部“暖片”。

一个渴望抱抱却一直没能如愿的男主鲍抱，一
个随性生活恋爱受伤的女主宋温暖，经过一系列精

妙的剧情，最终超越过往，敞开心扉，爱上了生命的
多姿多彩，五彩斑斓。

还有什么矛盾，是一个温暖的抱抱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来两个温暖的抱抱。

一件衬衫的颜色变化，细微之处，见证了生命的觉悟。
男主出场就是纯色的衬衫，一尘不染的白色，

也是内心高度“洁癖”的一个投射。
很多人有自己内心的道德高地，还有认同的

灵性准则，或者叫“精神洁癖”，这些内心的准则
和标准，让自己没法像婴儿一样欣赏和拥抱这个
世界。就像男主一样，生活在高度纯洁的环境
中，他内心并不快乐，他渴望爱和拥抱，渴望人与
人的温暖互动。

沈腾扮演的心理大师，为了辅助他突破，安排
了一次色彩涂鸦的比赛，他竟然躲过了所有人的涂
色围攻，保持了纯色衬衫到达终点。

虽然最终还是难逃比赛设计，白色衬衫被染
成了彩色的，但是回家以后，他还是把染色过的衬
衫挂在窗前，没勇气穿出来。

最后当他走出了过往故事，参加最后决赛的
时候，他勇敢的穿起已经被染成彩色的衬衫，这是
一个很妙的细节。

男主：从单色衬衫到彩色衬衫

女主一出现的时候，浑身五彩斑斓，各种色彩
穿搭，和男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身着五彩，
内心却伤痕累累。

女主住在充满烟火气息的闹巷，周围都是红

尘五彩，她也深入其中饱受折磨，情感受伤未愈，
打算负气参加比赛来回应情感背叛。

直到两个角色相遇，温暖邂逅了抱抱，交相辉
映，全新的领悟，照亮了彼此，温暖了观众。

女主：从五彩外衣到白色素装

“在我们一起奔跑在时
间之内，在刹那，也在永
恒；我们珍惜每一刻……跑
着、跳着，肆无忌惮地生活
着……”

看到由韩延执导，易烊
千玺和刘浩存主演的电影
《送你一朵小红花》，在结尾
处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
个终极提问的回答，寄托于
代表美好想象的“平行时
空”，忽然觉得这样的处理
是多此一举，如此虚无缥缈
的释疑，远不如影片中那些

平凡生活中真实的点点滴滴更具启迪意义。
抗癌家庭的悲欢，被嵌在两个患癌少男

少女的相遇故事里——由易烊千玺饰演的
韦一航因一场重病敏感又叛逆，总是抱着
拒绝社交的消极情绪。父母希望他可以像
正常人那样生活，于是为他安排各种机会
认识、触碰“世界”。在病友群的一次活动
中，他结识了阳光少女马小远，在她的感染
下，韦一航不再惧怕付出真心，开始积极面
对人生。

韦一航谨慎小心、马小远泼辣开朗，两
个人不同的生活轨迹，却都面临着生命随时
终结、意外随时会来的困扰。不同的是，同
样是自知生命的短暂、有限，一个选择逃避

现实，一个用心拥抱生活。
对于他们而言，疾病就像不定时炸弹，

但这并不影响爱情的滋生。于是，在冷战后
韦一航的一段雨中告白，酸甜有度，那些看
起来荒唐的事也可以极致浪漫。

在原本悲伤的故事里，运用喜剧元素将
生死谈得云淡风轻，是导演韩延惯用的手
法，影片这一点与其前作《滚蛋吧！肿瘤君》
颇有相似之处。只不过，那部电影中的小幽
默全在女主人公熊顿制造的爱情幻想里，而
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呈现为韦一航与马
小远的各种交集，呈现为父母对韦一航从始
至终的理解与呵护。

生死离别的伤感与悲痛，青春爱情的甜
蜜与喜悦，两者之间的互相交替，构成了《送
你一朵小红花》里，艰难现实与浪漫青春的
共生。

悲喜交汇、冷暖相宜，影片的色调如此，
才会有影院里如今的场景：有很多人，跟着
影片的节奏，时而肆意地笑，时而肆意地哭。

其实，影片中的亲情线，比爱情还要
动人。

爱情与亲情，是《送你一朵小红花》的主
要构成要素，但在更温馨的亲情线里，人们
才能看到抗癌家庭的各种艰难、挣扎，感受
到深深的绝望与渺茫的希望。

若不是死亡的悲总是猝不及防地打乱
原本平淡生活的清扰，若不是后半场的励

志元素打得太满以至于偶
感鸡汤味道太浓，若不是植
入太多伤感情节让煽情有
时显得过于刻意，我会更喜
欢这个故事，即使爱情占据
了大量篇幅，亲情反倒变成
了插曲。

但这些瑕疵，依然不影
响我为之欢喜、为之悲伤，
也不影响我悟得，影片想要
表达的：虽然生命有终期，
仍 要 珍 惜 生 命 的 每 一 秒
钟。而这，并不是只说给那
些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庭
听，也是给为平凡生活而努
力的普通人。 □钟玲

你和世界，只需一个《温暖的抱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