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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王梅竹

进展

剧集

无爆款的上半年电视剧市场，似乎要抓住第二季度的尾巴，靠谍战大
戏来提振了！由张鲁一、佟丽娅主演的《爱国者》，陈坤、万茜主演的《脱
身》将先后开播。单从主演搭档阵容来看，似乎具备了走红潜质，尤其还
有陈坤时隔九年后再度回归荧屏的噱头，而佟丽娅、万茜也是两位公认的
演技、颜值俱佳的花旦。这股“谍战悬疑”热潮值得期待。

重点推荐

《脱身》

陈坤重返荧屏饰两角

谍战 剧 一 直 是 国 产 剧 创 作 的 热 门 题
材，将于 6 月 11 日登陆北京卫视的《脱身》，
剧本历经九年打磨，讲述了普通人在这个
动 荡 不 安 的 环 境 中 的 选 择、成 长 和 变 化 。
该剧监制、编剧汪启楠表示：
“ 写这部剧时，
我没把它当成谍战剧去写，我想把我从业
20 年的各种套路放到一边，心里只想人物
和故事。”也正因如此，
《脱身》跳出了以往
谍战剧全能人设的窠臼，着力关注作品中
的人性，使人物的情感转变与内心成长更
具说服力。
总制片人唐郗汝说：
“《脱身》不算典型
意义上的谍战剧，它有很多谍战元素，但也
有民国风情，更有生活剧细腻的情感推进和
人间百态。”
近日，陈坤在微博发文“心大埋怨少，脸
小吃八方”，并配图一直珍藏的昔日旧照，引
发一波“回忆杀”。粉丝隔空喊话：
“ 坤哥，
《金粉世家》15 年了，燕西你还好吗？”近年来
专注于大银幕，如今重返小荧屏，陈坤表示：
“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好剧本永远是吸引
我最重要的因素，这个角色让我想要重新演
电视剧。”
剧中，陈坤一人分饰双胞胎兄弟，两人
虽血脉相连，身份、性格、社会地位却截然相
反，可以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通过
衣着、发型等外在因素，以及眼神、习惯等细
节刻画，陈坤在不同感觉的角色之间无缝切
换。
由万茜饰演的黄俪文恬淡素净，与她本
人古典清雅的气质十分契合。在剧中，身为
女会计的黄俪文孤身从解放区返回飘摇之
地、故乡上海，意外结识了善良正直的乔智
才（陈坤饰）。作为临危受命的“菜鸟”特工，
两人一次次凭智慧和勇气死里逃生，历经磨
砺和成长，在乱世中守望相助。

河南雕塑家将提起诉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本报讯 河南雕塑家郎
肆铭 15 年前的雕塑作品《美
丽从头开始》出现翻版一事
经大河报昨日报道后，引发
多方关注。为维护自身权
益，郎肆铭昨日表示将提起
民事诉讼，维护自身权利。
昨日此事经大河报报道
后，引发不少河南网友对郎
肆铭女士的声援。他们认
为，出现在安徽六安的翻版
雕塑，属于赤裸裸的侵权，严
重侵犯了原创作者郎肆铭的
著作权，涉及该翻版雕塑的
制作方包括建设单位都应该
向原作者道歉。
昨日上午，大河报·大河

《爱国者》海报

《爱国者》（江苏卫视）
由龚朝晖执导、汪海林编剧，张鲁一、佟丽娅等主
演的电视剧《爱国者》，将于 6 月 9 日登陆江苏卫视。
该剧以哈尔滨的灰色时代为背景，讲述了中共特工宋
烟桥奉命寻找东北传奇抗日英雄颜红光，经过冒险之
旅，最终化身为第二个“颜红光”与敌人血战“林海雪
原”，
再现了东北抗联英雄英勇抗战的故事。
剧中，张鲁一饰演的宋烟桥是一名有着多年战斗
经验的“特工老炮儿”，却被佟丽娅饰演的“菜鸟”特工
舒婕频繁打乱节奏，因对事情截然不同的看法，二人
上演了各种“互怼”好戏。在经历了一次次危险任务
后，宋烟桥与舒婕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变化，欢喜
冤家最终成为生死搭档携手共同抗日。
汪海林表示，由于题材不受市场青睐，该剧曾三
次建组三次解散，辗转六年终于要和观众见面。张鲁
一说：
“我觉得任何一个爱国的人，他都会愿意看到这
样的作品。很多东西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
把更多的东西传达给观众，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他们
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是怎么得来的。”

陕西卫视）

由杨洋、张嘉倪、宋轶主演的《武间道》原名《终极
征服》，该剧讲述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以主人公
白念生为首的江湖侠士为拯救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
的故事。
（6 月 25 日
《悲伤逆流成河》

湖南卫视）

安徽卫视）

由杜淳、姚笛、释小龙主演的《爱的速递》讲述来
自小山村的快递员熊旦（杜淳饰）有一次意外救了昏
迷在家的收件人，却被收件人的外孙女杨一一（姚笛
饰）误认为是肇事者，两人成了一见面就吵的欢喜冤
家。
（6 月 6 日
《走火》

浙江卫视）

《走火》以铁路公安局一线警察的真实故事为原
型，讲述了于毅饰演的警察赵鹏程在一场贩毒案中枪
支意外走火，导致师父牺牲，毒犯逃逸，七年来他一直
心怀愧疚，执着追凶，却因“走火案”牵扯出诸多环环
相扣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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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儿女，
来郑州母亲河跑马拉松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6 月 7 日，2018
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赛新闻
发布会在郑州召开。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发布
会上获悉，该赛事将于 10 月
14 日在郑州市惠济区鸣枪
开赛，目前已开始接受海内
外的跑友们报名。
2018 郑州炎黄国际马
拉松赛将设男、女全程马拉
松，男、女半程马拉松，五公
里小马拉松和亲子马拉松、
情侣马拉松项目。所有项目
将在 10 月 14 日 8：
00 鸣枪开
赛。全程起点位于郑州市惠
济区，
终点位于郑州黄河风景
名胜区，
本次比赛全程马拉松
项目限报 3000 人，半程马拉
松项目限报 5000 人，5 公里
马拉松限报 12000 人，总人

数 20000 人。所有项目报满
为止，其中全程马拉松和半
程马拉松只接受线上报名，
广大跑友登录郑州炎黄国际
马拉松赛网站即可报名。
“去年首届郑州炎黄国
际马拉松赛的成功举办，在
广大跑友和社会各界均取得
了良好的口碑，并以其独特
的赛道和厚重的文化被中国
田径协会评为‘铜牌赛事’。
目前，赛事的各项组织及筹
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中。”河南省体育局副局长马
宇峰说。
2018 郑州炎黄国际马
拉松赛以弘扬炎黄文化为宗
旨，届时将邀请世界各地的
华人华侨前来参赛，以母亲
河为依托、以黄河大堤为跑
道、以炎黄二帝广场为终点，
现场还将设置炎黄子孙寻根
拜祖的环节。

乔丹女婿助阵河南男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六月看什么

这次，郭敬明小说的 IP 剧在豆瓣评分能否及格，
成为一大悬念。
《悲伤逆流成河》是马天宇和郑爽继
《古剑奇谭》和《美人私房菜》之后再度合作，讲述上海
弄堂里一对青梅竹马的青年男女齐铭和易遥的爱情
纠葛。
（6 月 11 日
《爱的速递》

客户端记者再次多方联系，
南京十九山雕塑院、常州华
艺市政园林有限公司等相关
单位要么仍拒绝道歉，要么
仍然拒绝接受采访。
获知此事后，河南省雕
塑学会会长崔国琦表达了关
注之情。他说，通过大河报
知悉会员郎肆铭作品被翻
版，感到不可思议。作为一
个学术组织，河南省雕塑学
会将站在公平、公正、公开的
立场上，为郎肆铭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以帮助搞清事
实，
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对相关方面的态度，郎
肆铭昨日受访时表示失望。
她说，她将采取诉讼的方式，
为自己讨一个说法。

赛季

同场加映

（已开播
《武间道》

《脱身》海报

《等个道歉咋这么难？
》后续

本报讯 6 月 7 日下午，
河南赊店老酒男篮举行征战
2018 赛季 NBL 联赛新闻发
布会。新赛季，河南男篮将
主场设在方城体育馆，这支
平均年龄 22 岁的队伍将继
续秉承快速、多变的河南篮
球风格，在 NBL 赛场上掀起
“青春风暴”。
近四年来，河南男篮的
成绩一年一个台阶。新赛
季，随着一批老队员的离开，
河南男篮从青年队上调了崔
晓龙、贾昊、吕俊虎等 5 名年
轻队员。俱乐部希望他们在
老队员的带领下，尽快促进
球队的新陈代谢，为河南男
篮带来新的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除
了两位高水平外援之外，从
球员、领队和教练组成员，全
部为河南本土队员。这不仅
在 NBL 联盟中独此一家，而

且在中国职业篮坛也实属罕
见，证明了河南篮球的人口
基数和实力水平。
6 月 7 日，河南男篮新赛
季的两名美国外援正式亮
相。司职大前锋的外援拉基
姆·克 里 斯 马 斯 身 高 2.06
米，曾入选发展联盟全明星
阵容，而且他还是篮球传奇
巨星迈克尔·乔丹的女婿。
拉基姆·克里斯马斯表示：
“我的特点是不惧对抗，为队
友创造机会，相信我们能打
出精彩的团队篮球。”另一名
司职后卫的外援弗兰克·甘
尼斯身高 1.91 米，曾效力于
NBA 发展联盟，其后开始征
战海外联赛，先后在欧洲、南
美等联赛效力，拥有丰富的
经验。
据了解，今年 NBL 联赛
共有 15 支球队参加，6 月 10
日，河南男篮新赛季的第一
场比赛，将在客场迎战劲旅
安徽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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