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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街》首播引赞
观众表示分分钟都在笑

本报讯 6月 6日晚，由贾玲、沙溢、李菁、瞿颖
主演的央视全新即兴喜剧节目《喜乐街》在央视一
套首播后赢得观众赞誉，观众表示分分钟都在笑。

据了解，《喜乐街》的所有演员都是在没有剧
本、没有台词的情况下，仅依靠现场导演的指令进
行全部表演的。而如此新颖的表演形式，不仅让演
员们演得过瘾， 首期节目播出后更获得观众一致
好评，更有观众在网上留言表示：“几位演员每个
表情都好笑，眼泪都笑出来了。 ”

对于《喜乐街》即兴喜剧模式的成功，演员贾
玲受访时也表示：“《喜乐街》最吸引我们的就是
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也是这个节目最
困难的一点，所有的东西都是未知的，然而这种效
果出来之后一定也是最好的。 ” （欣欣）

林子祥叶倩文同台
亮相内地综艺节目

本报讯 著名歌手林子祥和叶倩文作为香港
乐坛有名的夫妻档， 除了在演唱会上携手唱歌之
外，鲜少共同出现在综艺节目中。日前，为了给继子
林德信助阵，叶倩文亮相浙江卫视《我不是明星》，
与林德信同台献唱，林子祥也作为神秘嘉宾登场，
一家三口首度共同现身综艺节目，令人眼前一亮。

节目中， 叶倩文不但接连亮嗓令观众大饱耳
福，还爆料林子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缝衣师”，
令同台的林子祥哭笑不得。台上两人互相开玩笑，
台下叶倩文也表示自己和林子祥的关系不像情人
反而更像朋友。 而说到近年来一些老牌歌手纷纷
转型做导师，作为香港资深实力唱将的叶倩文，也
对此表现出相当的兴趣。 （欣欣）

古天乐林家栋新片斗狠
本报讯 6月 6日，由古天乐、林家栋主演的犯

罪片《反贪风暴》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影片主演古天
乐、林家栋、陈静、盛君以及监制庄澄一并到场助阵。

发布会现场，古天乐和林家栋分别透露，二人在
片中斗狠，要“千亿黑金做掉香港”。 发布会临近结
尾时，所有主创都一同在台上将大箱钞票封箱，以
表反贪之决心，顿时将整场发布会推向高潮。

林家栋表示，该片类似此前《风暴》中他与刘
德华的关系，古天乐则表示，《反贪风暴》更上升
了一层，将犯罪主题直接定为“千亿黑金做掉香
港”，“但是，廉政公署不会让他们得逞，彻查千亿
黑金的行动将会在今秋收网， 一定给观众一个公
正的交代。 ”古天乐说。 （欣欣）

新华社上海 6 月 8 日电 （许晓青 田浩敏 吴霞）6 月 9 日，上海电视节将迎来第 20 届。 诞生于 1986 年的上海电视节，是本土影视产业茁壮成长的
见证者，同时也是丰富百姓文化生活、传播“中国梦”的国际影视交流大平台。

那些年，我们追了哪些剧？
———20届上海电视节见证中国电视发展聚焦

上海电视节

改革开放之初，电视机尚未普及
到寻常百姓家，“买一台电视机，每
天看电视节目” 成为很多中国家庭
的奋斗目标。但凡有好看的电视剧播
出，往往是整个院子、整条弄堂“分
享”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男女老
少不亦乐乎。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 上世纪 80
年代，内地首次引进港剧，融合侠情、
爱情、亲情、爱国情的《霍元甲》一度
创下了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上海
滩》则是另一部热剧，让人记住了周
润发、赵雅芝等知名演员。

其实，同一时期内地的国产剧也
是可圈可点。 由老舍名著改编的《四
世同堂》脍炙人口，中国四大古典名
著中的《西游记》和《红楼梦》相继
被搬上荧屏，今天这些剧集依然是经
典中的经典，从剧情、对白、服饰、造
景、礼仪，到电视剧主题歌、插曲等，
都为中国电视剧的产业发展打下了
扎实基础。

除了这些，当时风靡的还有《大
西洋底来的人》《姿三四郎》《排球
女将》《血疑》《女奴》《神探亨特》
等海外进口剧。 这也使 1986年上海
电视节初试啼声时，就瞄准了国际交
流合作。

据上海电视节组委会介绍 ，
1988 年电视节开始进行作品评奖，
最初几届“白玉兰”电视剧大奖赢家
均为海外剧集。 同时，电视节也为中
国电视人在家门口与世界交流打开
了一扇窗。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技术
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彩色电视机开
始逐步取代黑白电视机，电视剧成为
丰富中国大众日常精神生活最重要、
也是最时尚的载体之一。

1990 年，国产电视剧《渴望》轰
动全国， 年轻女工刘慧芳的故事引起
极大共鸣，被称为“渴望现象”。 《渴
望》 之后诞生了一大批现实主义题材
电视剧。同一时期，《外来妹》《情满珠
江》 等反映南方沿海改革开放的电视
剧也大受欢迎。在这 10年中，《十六岁
的花季》《编辑部的故事》《围城》
《过把瘾》《北京人在纽约》《孽债》
《将爱情进行到底》《永不瞑目》《牵
手》等好剧连台，至今依然可圈可点。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时期我国四
大古典名著的电视剧版首次出齐，
《三国演义》《水浒传》 相继问世，磅
礴的气势、恢弘的场景令人赞叹。

1994年，在第5届上海电视节上，已
不是“一边倒”引进海外剧了，国内第一
部电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引起极大

关注。 导演英达说，一种新的电视剧样
式第一次能被观众认可，十分幸运。

当时国产剧已开始出口海外。
1996 年， 上海电视节共成交了 1827
部（集）节目，其中出口成交 504 部
（集），一改以往“只进不出”的局面。

到了 1998年，在第 7届上海电视
节上，萨日娜凭借在《午夜有轨电车》
中的精湛演技摘得“白玉兰”奖最佳女

演员奖，在众多海外演员中独树一帜。
这个时期，国产剧挺直了腰板，港

台及海外的进口剧集也是五彩缤纷。
港版武侠剧、 律政剧、 商战剧大行其
道， 海峡两岸合拍的琼瑶系列剧、“戏
说” 宫廷系列剧等让年轻观众大开眼
界。美剧《成长的烦恼》、日剧《东京爱
情故事》、韩剧《爱情是什么》等影响
了一代剧迷。

进入 21世纪， 全球影视产业的数
字化进程已是大势所趋，随着网络带宽
逐步增加， 从起初的网上下载服务，到
如今的网上点击收看、同步直播、网络
自制剧等， 电视剧从生产到终端消费，
每个环节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电
视剧创作也与时俱进、因时而变。

最近 10 多年间， 中国电视剧产
量逐年攀升 ， 到 2012 年已达约
17000 集，2013 年也保持在 15000
集左右，年产量世界第一。

进入 21世纪后，国产剧不乏精品

力作，如《长征》《激情燃烧的岁月》
《大宅门》《亮剑》《人间正道是沧
桑》等。与此同时，生产“井喷”也带来
了风格各异的类型剧，如《金婚》《媳
妇的美好时代》 等婚恋剧、 婆媳剧；
《赵氏孤儿案》 等新编历史剧；《士兵
突击》 等当代军旅剧；《潜伏》《黎明
之前》 等谍战剧；《甄嬛传》《步步惊
心》等新型宫廷剧。其中部分在最近几
届上海电视节上斩获“白玉兰”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2004 年，在第 10
届上海电视节上， 由阎建钢导演、改

编自柔石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为奴隶
的母亲》斩获“白玉兰”最佳电视剧
奖，这标志着中国的影视制作水平已
经达到较高的国际水准。 2005 年 11
月， 该剧女主角何琳还荣获了第 33
届艾美奖最佳女主角奖。

最近几年，面对网上美剧、日剧、
韩剧的轮番挑战，上海电视节也在好
中选优，在每届褒奖本土最佳电视连
续剧、最佳男女演员、最佳编导的同
时，设有海外金银奖，其中《唐顿庄
园》《国土安全》等相继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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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很红的电视剧
《大西洋底来的人》剧照

第二十届上海电视节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