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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剧叶长安十二时辰曳昨天迎来
大结局遥 这部自七月临时上档更新
的超级网剧袁 在过去的一个月间稳
稳占据了热搜前排遥 即便同档期电
视剧尧 网剧中不乏 叶宸汐缘曳叶陈情
令曳叶九州缥缈录曳和叶亲爱的袁热爱
的曳叶小欢喜曳这些很野能打冶的对手袁
叶长安十二时辰曳 依然在零宣发尧零
预热的前期运营中袁 杀出了自己的
一条血路遥

8月 4日袁独播叶长安十二时辰曳
的网站优酷在内部总结中不无骄傲
地写下这样的记录院叶长安十二时
辰曳微博热搜共计 8个袁知乎影视热
搜第 6位袁 抖音单支视频曝光 160.4
万次袁点赞 6.3万次曰虎扑全站热搜曰
豆瓣一周华语口碑剧集榜 NO.1袁
野本周豆瓣评分已超过 20 万人袁且
稳定在 8.6分袁成为史上第九个评分
超 20万人的电视剧遥 冶

上一部这样引起全民讨论的
野国产古装神剧冶要属叶琅琊榜曳了遥
如今的叶长安十二时辰曳袁不仅复制
了叶琅琊榜曳的热度袁而且引发了更
多关于细节的讨论遥 在屡屡被诟病
服装造型尧 道具置景与历史相去甚
远的古装剧类型中袁叶长安十二时
辰曳 前所未有地收获了从普通观众
到业内人士的一致赞誉遥 凤凰网文
化援引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
研究院特聘教授葛承雍的论述 袁
野叶长安十二时辰曳的服装里袁留存着
唐朝的花样年华冶遥 来自网友的自来
水安利袁 更是不遗余力地推介剧中
复原的野叉手礼冶袁野是我们历史上曾
经流行一千多年尧 又消失了近五百
年的日常生活细节冶遥 连配角所穿服

饰的纹样都有考古出处袁野联珠肥鹿
的纹样在存世的唐代织物里名气数
一数二袁 其真实文物出土自新疆阿
斯塔那唐墓遥 冶

在影艺独舌主编杨文山看来袁
叶长安十二时辰曳之所以能够引爆全
民讨论的热情袁 关键还在于这部虚
实结合的巨作中袁 提供了太多可供
研究者细细琢磨的丰富样本遥 野这部
剧根据马伯庸的同名作品改编袁小
说本身就是偏向于考据袁 提供了大
量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细节遥 冶杨文山
在看剧期间特别把原著看了两遍袁
因为对剧中出现的外国人形象十分
感兴趣袁 特别对照历史做了专门的
查证遥 在他看来袁叶长安十二时辰曳表
现出的异域文明在影视剧中极为少
见袁而这种包容万千的做派袁恰恰野活
化了出土文物袁 再现了大唐独有的
时代气象袁 唤起了中国人的文化自
豪感冶遥

他也承认袁这种野沙盘化叙事冶的
底色袁 高密度的文化信息干扰了该
剧的叙事遥 野不管是权谋还是反恐袁
经常会因为多线叙事转场而受到干
扰遥 冶在该剧播到中段之后袁因为对
原著大刀阔斧的改编袁 小说中的终
极幕后黑手何孚提前现身并死去袁
不少追剧的观众开始质疑该剧的叙
事节奏袁野把 24 小时的故事撑到 48
集袁显然是在注水冶遥 剧中为了交代
刺杀者龙波的行为逻辑袁 一度将第
八团的回忆往事作为重头戏交代袁
甚至常常是整集整集的插叙遥 对于
那些急于搞清楚野刺杀是否成功尧张
小敬捉贼成效如何冶的观众来说袁完
全是在考验观剧者的耐心遥

由于改编力度较大袁看过原著的
观众也表示根本无法剧透袁而改编后
的人物行事逻辑是否合理袁也成为后
半段故事推进时遭遇的最大口碑难
题遥 在剧中袁未能赢得观众好感的女
性角色闻染袁在自杀下线之前一直都
被观众视为野猪队友冶袁张小敬尧龙波
等人维护闻染的动机也被认为勉
强遥 野相对于某些国产剧喜欢注水拉
长剧情袁叶长安十二时辰曳的插叙倒叙
并不是为了拖长时间袁而是有意义的
交代遥 冶杨文山称袁其实可以理解观
众这种野期待越高袁要求越高冶的心
态袁尤其是一部需要靠悬疑把控剧情
节奏的电视剧袁能否在逻辑上野以理
服人冶是该剧口碑不崩坏的最后一道
弦遥

对导演曹盾来说袁被批评野节奏
缓慢冶也非首次袁他的上一部作品是
叶九州窑海上牧云记曳袁 同样因制作精
良却叙事缓慢被观众批评遥 对于观
众的批评袁 曹盾说自己也有反思袁他
的本意是想忠于原著语言风格袁保
留本身气质袁野我们尊重马伯庸小说
阅读的感觉袁为什么不叫叶长安 24小
时曳钥 是因为我从没想过美剧叶24小
时曳袁 一开始接这个戏想的就是不拍
成美剧叶24小时曳遥 冶在大结局尚未播
出前袁最后的悬念也未揭晓袁也许急
于做结论并不适合这部抽丝剥茧尧铺
陈大量细节的悬疑剧遥 而对导演曹
盾和其制作团队来说袁叶长安十二时
辰曳 的成功之于行业最大的贡献袁在
于告诉人们袁 要对国产剧应当有信
心袁不光是内容有信心袁表达方式上
也应该有信心遥

李夏至

国产神剧，
需要观众的信心

由侯明昊尧彭昱畅尧盖玥希主演的电影叶回
到过去拥抱你曳正热映中袁盖玥希在片中完成
了一段野两男一女的铁三角冶青春友谊遥 大学学
金融管理尧从事的第一份职业是模特袁再后来
转行成为演员袁在这个毕业季袁走上大银幕的
盖玥希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那些担心专业
是否对口的毕业生们袁这都不是问题院野所有年
轻人都应该去争取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袁哪怕失
败也不怕袁因为至少你经历过浴 冶 小喻摄

模特转型成电影女主

盖玥希靠的是
野不服输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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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滕华涛执导袁根据江南
同名小说改编袁鹿晗尧舒淇领
衔主演的科幻战争电影叶上海
堡垒曳 于 8 月 9 日在全国公
映遥 影片上映后口碑与票房双
双遭遇滑铁卢袁 豆瓣评分仅
3.3分袁 上映三天单日票房已
降至 1000万左右遥 有网友评
论称袁野叶流浪地球曳 打开了中
国科幻电影的一扇门袁叶上海
堡垒曳又给关上了遥 冶

叶上海堡垒曳 被观众吐槽
为 野披着科幻片外衣的言情
片冶遥 影片讲述的是大学生江
洋渊鹿晗饰冤追随女指挥官林
澜渊舒淇饰冤进入了上海堡垒
成为一名指挥员袁江洋暗恋着
林澜却说不出口袁最终人类在
对决外星人的战争中获得了
胜利袁江洋幸存但林澜却牺牲
了遥 男主角江洋不合时宜的韩
式厚刘海袁打仗时依旧白净的
脸庞袁 被观众质疑不符合实
际遥 不仅如此袁观众对于影片
的吐槽覆盖了选角尧 剧本尧剪
辑尧配音等多个方面遥 猫眼票
房对该片的总票房预测也从 2
亿变成 1.38亿袁对于这部投资
3.6亿元的影片来说袁 基本注
定了血本无归的命运遥

此前袁电影叶上海堡垒曳官方微博曾连发
四条微博袁内容为电影片段视频以及野这是烂
片钥 冶的文字袁疑似回应野烂片批评冶遥 不过袁目
前这些微博均已被删除遥 8月 11日上午袁电
影叶上海堡垒曳导演滕华涛在微博上发长文道
歉袁对于有观众指出叶上海堡垒曳关上了中国
科幻电影的门袁滕华涛表示院野真的很抱歉袁因
为我相信袁 没有人想要去关上这扇闪着光的
门遥 冶

滕华涛在文中坦言袁 看到观众的评价后
非常难过袁 感觉到他们不仅仅是对电影不满
意袁也是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期待落空了袁作为
导演袁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遥

有网友评论称袁电影的市场反应证明袁用
流量明星野带货冶的路径已经行不通遥 此前科
幻电影叶流浪地球曳超出观众预期袁观众对国
产科幻电影的要求越来越高袁 只有综合了精
心打磨的剧本尧硬实力的演员尧具有视觉震撼
力的服化道及特效的科幻电影袁 才能受到欢
迎遥 王广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