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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8128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268期中奖号码
1 5 15 18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 359124元，中奖
总金额为152332元。

中奖注数
6 注

402 注
6004 注
325 注
194 注
11 注

1118433 元
15977 元
1166 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2011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10 注

274 注
608 注

7837 注
10973 注
79219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15 注
12 注

318 注
320 注

2686 注

02 04 05 09 10 14 30 01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268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91834元。

中奖注数
316 注

0 注
863 注

中奖号码：0 8 7

“排列3”第20267期中奖号码

6 2 5
“排列5”第20267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115期中奖号码

前区01 09 18 19 23后区01 09

6 2 5 8 1

张一山把“韦小宝”
演成了宋小宝

国内观众对《鹿鼎记》已
经很熟悉，荧屏银幕上都不
缺“韦小宝”，梁朝伟、周星
驰、陈小春、黄晓明等给我们
带来了多个版本的《鹿鼎
记》，在此之前，《鹿鼎记》评
分最低的是于敏执导，黄晓
明主演的《鹿鼎记》，豆瓣评
分为5.6。

但与张一山版的“韦小
宝”相比，黄晓明饰演的“韦
小宝”也成了经典，在新版
《鹿鼎记》开场三分钟，观众
看到一个头戴绿帽、满脸褶
子的韦小宝在用面部表情努
力诠释韦小宝的油嘴滑舌，
能看到张一山的努力，但通
过简单的挤眉弄眼、做怪表
情、翻白眼似乎是对韦小宝
存在着某种误会，有网友评
价，“这到底是韦小宝，还是
宋小宝？”

再加上饰演茅十八的演
员之前演过“猪八戒”，好好
一部《鹿鼎记》硬是让观众看
出了《西游记》的既视感。在
豆瓣上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
是：“让你演的是韦小宝，不
是猴”。在知乎“如何评价张
一山版《鹿鼎记》？”一问题
下，排在首位的高赞回答是，

“只要把这部剧当《猫和老
鼠》看，还是可以看下去的。
从配乐到动作到剧情逻辑，

真的神似猫和老鼠，或者熊
大熊二和光头强那种感觉。”

是张一山的演技不到位
吗？从《家有儿女》出道，通
过《余罪》再度走红，能看出
张一山演技是在线的，有业
内人士认为，在对“韦小宝”
的理解上，张一山或导演是
出了偏差的，韦小宝是一个
怎样的人，他在妓院这种人
性复杂的地方长大，性格圆
滑却本性真诚，对母亲韦春
花孝顺有加，了解康熙的真
实一面后对他忠肝义胆；他
四处逢源，看似油滑却很仗
义，对康熙、陈近南都有很深
的感情；他看似花心，娶了7
个老婆，但最爱的还是“阿
珂”；他见钱如命，却把钱看
作是办事的工具。

置景敷衍，鳌拜官邸直
接写“鳌府”？

烂成张一山这个版本的
《鹿鼎记》，观众还是第一次
看到。这个锅并不能让张一
山自己来背，是整个主创努
力的成果。现在观众经常吐
槽国产电视剧注水严重，但
《鹿鼎记》恰恰相反，第一集
开场五分钟，韦小宝就和茅
十八来到了京城，15分钟海
大富眼睛就瞎了，25分钟韦
小宝就和皇帝见了面，“照着
这速度，估计《鹿鼎记》十集
就能演完了吧？”网友说。也

许是《鹿鼎记》的剧情深入人
心，导演和编剧想省下一些
非必要的剧情，让观众自行
脑补，但这样处理却违背了
影视剧叙事结构的基本逻
辑。

剧中的剪辑之生硬也让
观众叹为观止，往往这个镜
头和下个镜头之间毫无逻
辑，有观众能看到明显的删
减痕迹，再加上不走心的背
景音乐，让演员们的表演看
起来像一个个小品串联起来
的舞台情景剧。

至于把“鳌拜府邸”直接
写成“鳌府”，有网友认为充
分表现了主创的不走心，鳌
拜是满洲镶黄旗人，瓜尔佳
氏，根据当时的官职，他的府
邸应该叫少保府或中堂府更
为合理，但之前也有直接写
成“鳌府”的影视剧，有网友
透露在陈小春版《鹿鼎记》里
也写的是“鳌府”。

在拍摄方面主创也有苦
衷，业内人士介绍，拍清朝戏
是最头疼的，因为官员都有
满族名字，和珅是钮钴禄氏，
本名善保，结果还不是一口
一个“和大人”，“在历史正剧
里都这么表述，称索额图为
索大人，可以让观众迅速对
应上这个人物，如果严格按
照清朝传统写地名和人名，
剧组里的美术、道具、统筹、
场记、演员、副导演都会蒙
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哪
儿，这是谁？他们对历史和
剧本都没那么熟，也没有时
间补习相关知识。总是为了
照顾观众的习惯，方便剧组
工作和成本问题。”

“翻拍戏怎么拍”
成了业内难题

一位专业影视宣发人员
告诉记者，抱着职业病的心
态看了前几集《鹿鼎记》，“本
来想着做口碑宣传时肯定要
安抚原著党，又看了一会儿，

算了，啥也不是！”
在翻拍领域里，原著和

影视剧之间的横亘，一直是
原著党和观众之间的天堑，
但张一山版的《鹿鼎记》跨越
了这道鸿沟，让双方均达成
了“烂剧”的默契。

如何在影视剧中传达原
著精髓？以《鹿鼎记》为例，
金庸生前曾如此评价韦小
宝，这是人性丰富多变的集
大成者，“在某种程度上反应
中国人性格上好和坏，有自
省的意义”。

事实上，从早期的梁朝
伟，再到最新的张一山，从来
没有一个版本的“韦小宝”让
所有观众都满意，即使现在
被很多85、90后称为经典的
陈小春版《鹿鼎记》，在开播
时也被观众评价“最老最丑
的韦小宝”，2008年，黄晓明
主演的《鹿鼎记》开播后，更
是遭遇了全网吐槽，也是黄
晓明“油腻”的开端。

金庸也说，韦小宝能飞
黄腾达，因为他处在在一个
封建专制、不讲法律的时代
中，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在
批判当时的社会问题，但历
代《鹿鼎记》都拍成了喜剧，
在批判方面都体现不足，只
有周星驰的电影版《鹿鼎记》
中，细心的观众都体会到癫
狂的韦小宝内心隐藏着忧
伤，能从无厘头中体会到对
当时社会的批判，但它的导
演恰恰是我们现在不齿的香
港导演王晶。

李诚儒在综艺节目中怼
郭敬明的那句“如芒在背、如
鲠在喉、如坐针毡”正是观众
对张一山版《鹿鼎记》的评
价，经历过古装玄幻剧、仙侠
剧、女主戏的尝试后，翻拍戏
依然是古装剧较为稳妥的类
型，但我们的影视创作者在
最为稳妥的类型遭遇了史诗
级翻车，以后国产古装剧还
有希望吗？

张一山版《鹿鼎记》突然开播，观感如何？

如芒在背 如鲠在喉 如坐针毡……

11月 15日晚，张一山
主演的电视剧《鹿鼎记》突
然开播，给观众来了个措手
不及，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前 8集播出后，《鹿鼎
记》的豆瓣评分只有2.6，刷
新了今年国产剧豆瓣评分
的新低。

按照常理说，《鹿鼎记》
有金庸的小说打底，文本不
会差到哪儿去，张一山在
《余罪》后走的又是演技派
路线，导演马进是国家一级
导演，代表作有《幸福来敲
门》《营盘镇警事》《春风十
里不如你》，编剧申捷又担
任过《白鹿原》《重案六组》
的编剧。出品方新丽传媒
又是业内的实力保证，《如
懿传》《我的前半生》《庆余
年》都是该公司旗下的作
品。那么让网友“想给黄晓
明道歉”的《鹿鼎记》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张一山版“韦小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