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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眭发坤）台湾投拍的电影《千
古词帝李后主》近日开机。该片
由美国华裔导演王世昀执导、制
片，而该片主演、在影片中扮演李
煜的是祖籍丹阳云阳街道眭巷村
的眭澔平。

眭澔平是记者也是作家，是
歌手也是主持人，最为人熟知的
是，眭澔平和前辈作家三毛生前
是挚友、心灵知交，同样热爱旅行
和文学创作。眭澔平已出版 35
本文集、20 张唱片光盘有声书、
环游世界200多个国家拍摄6000
小时全球人文自然风土视频纪录
片、收藏数万件世界文物与旅行
珍贵资料、是纪录片《勇往直潜》
的导演、制片人。眭澔平被业界

称为荣誉与著作等身的全能艺术
家、旅行及文化传播者。此次眭
澔平“黄袍加身”饰演南唐后主李
煜，很是兴奋。

眭澔平是本报的老朋友，多
次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并曾为
《丹阳日报》旅游版题词。眭澔平
昨在接受本报记者在线采访时
说，“此次有幸饰演南唐后主李
煜，除了因为折服于李后主非凡
的艺术才华，还因为南唐与我先
祖眭昭符有着深厚渊源。”眭澔

平为中国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
台湾大学历史系与美国康乃尔
大学世界文化史博士。他介绍
说，读到历史博士，才更加了解
到，原来眭姓，在南唐有密切的
史迹脉络可循。丹阳眭姓第一

人是南唐刺史眭昭符。中主李
璟又授眭昭符为进奏使。后主
李煜嗣位后，又屡次委任昭符为
进奏使。作为南唐的使节，眭昭
符尽忠尽责，屡次挽救南唐的危
亡。南唐亡后，他怀念古国，耻
做宋臣，挈家小来到丹阳，卜居
于城南的董庄（今眭巷村东），从
此隐居田园，再不为官，开辟了
丹阳眭氏一脉。

眭澔平引用李煜的词说，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
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东流。这次参演介绍
南唐后主李煜艺术生平的影片，
也算是为了追溯和感受中国人
心中的那一份浓浓的家国情怀
吧。”

最近有消息称，韩国电视台
JTBC 将翻拍国产剧《三十而
已》，《有翡》《流金岁月》也有望
在韩国播出。1月初，《大秦赋》
也登陆国外的YouTube热播剧
场。

距离《媳妇的美好时代》走
红坦桑尼亚过去近十年，国产剧

“出海”已不再是遥远的传说。

国产剧“出海”都到了
哪里？

“我最近才刚开始看中国的
奇幻电视剧，然后我马上就着迷
了。这不是我看的第一部，但在
场景、服装、特效、打戏以及表演
方面都绝对是最好的一部。”在
美国最大的互联网电影资料库
IMDb上，有国外网友如此评价
国产剧《香蜜沉沉烬如霜》。

像这位网友一样，很多外国
人正通过电视剧了解中国。想
当初，《甄嬛传》走出国门时一度
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现如今，
国产剧同步在海外播出已成为
普遍现象。

据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
2019 年透露，电视剧是当前中
国电视节目国际传播中最主要
的节目类型，占全国电视节目出
口的比重约70%，已出口到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产剧“出海”，都播到了哪
里？其中，最常见的是国外的电
视台，包括韩国、日本、马来西
亚、蒙古国以及阿拉伯地区、非
洲、澳洲等的电视台。

韩国有专门播放中文节目
的中华 TV、CHING 等，此外，
MBC、KBS、ChannelA等韩国主
流电视台也都播过国产剧。除
引进《隐秘的角落》《延禧攻略》
《亲爱的，热爱的》等爆款剧目
外，近年来韩国还引进了一些非
大热剧目，如《天乩之白蛇传说》
《人间烟火花小厨》《今夕何夕》
等。韩国电视台对于国产剧的
改编也在增多，《步步惊心》《致
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太子妃升
职记》都被改编为韩剧。

相比之下，日本电视台引进
国产剧数量没那么多，不过，日版

“中二十足”的翻译常在网上引发
热议。比如《延禧攻略》翻译为
《璎珞~紫禁城燃烧的逆袭王妃
~》，《甄嬛传》译为《宫廷争霸女》
等。

国产剧“出海”的另一大去向
是海外各大互联网平台，如美国
流媒体平台Netflix、美国视频网
站YouTube、Hulu，以及播放大量

亚洲节目的视频网站Viki等。
前几年，Netflix 曾采购过

《甄嬛传》《琅琊榜》《白夜追凶》
等多部优质剧目，“Netflix引进”
一度成为品质的象征。近些年，
为吸引更多亚洲用户，Netflix对
国产剧的引进也开始加速，仅这
两年就收入了《陈情令》《琉璃》
《下一站是幸福》《三十而已》等
多部剧。

国产剧出海，哪些最受
欢迎？

这么多国产剧在海外播出，
效果如何？哪类剧最受欢迎？

从地域来看，国产剧在亚洲，
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仍有着较强的
竞争优势，而且近几年的影响力
也在逐渐上升。同时也开始走出
亚洲，向中东欧、拉美、中东、非洲
等国家和地区不断拓展。

在越南的视频网站BiluTV
和FPT Play上，国产剧几乎占据
半壁江山。在BiluTV实时排名
表上，国产剧占据过半席位，包括
《有翡》《百岁之好，一言为定》《如
意芳霏》《狼殿下》《上阳赋》等剧
目，其余为韩剧和越南本土剧。

根据谷歌搜索数据分析，在
2020年马来西亚的影视方面热
搜词TOP10中，除了《法证先锋
4》《使徒行者 3》《机场特警》，还
有大热的《青春有你 2》以及《三
十而已》。2019 年还有《亲爱
的，热爱的》和《全职高手》。

不过，在亚洲地区，国产剧
仍面临着韩剧这一强大的对
手。在国外评分网站 MyDra⁃
maList的热门电视剧中，韩剧占
相当一部分，其次是中剧、日剧

和泰剧。
从日本影评网站 Filmarks

上的剧目数量，也能看出日本对
于各国电视剧的接受程度。其
中美剧最多，其次为韩剧、英剧、
加拿大剧，然后是中剧。

不过，近年来中国电视剧的
数量在逐步提升。去年，日本
NHK电视台还曾破例在黄金档
播出《皓镧传》，《隐秘的角落》也
将在1月登陆日本。

国产剧影响力增大，很大程
度上是由爆款剧目带动的。比
如《步步惊心》《甄嬛传》《琅琊
榜》《延禧攻略》《陈情令》等。
2018 年，《延禧攻略》还曾登顶
谷歌全球电视剧热搜榜榜首。

乍一看，似乎受欢迎的都是
古装剧？不得不承认，古装、武
侠一直是中国影视作品最有竞
争力、最标签化的类型，古装剧
也是国产剧“出海”的一大主力。

不过近几年来，“出海”的现
代剧越来越多，既有反映中国普
通人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也有
爱情剧、悬疑剧。

在有关机构整理的国产剧
YouTube播放量前20中，一半为
现代剧，包括《微微一笑很倾城》
《杉杉来了》《何以笙箫默》《欢乐
颂2》《都挺好》《我的前半生》等。

上海尚世影业相关负责人
也曾在 2019年透露，近三年“中
国联合展台”共推介电视剧作品
数量约 170 部，其中，现实主义
题材电视剧（包含爱情与剧情）
占比 62%，古装剧目占比 34%，
冒险奇幻剧目占比4%。

作为最受国际市场欢迎的
类型，爱情剧也正成为中国国产

剧出海的一大优势。在视频网
站 viki上的所有中剧中，评论较
多的大多是爱情剧，如《致我们
单纯的小美好》《微微一笑很倾
城》《夜空中最亮的星》《我的奇
妙男友》等。

在 MyDramaList 的热门剧
目中，除了《陈情令》《琅琊榜》等
古装剧，还有《以家人之名》《全
职高手》《我只喜欢你》《亲爱的，
热爱的》《战长沙》等家庭、电竞、
爱情以及战争题材的作品。

此外，像《小别离》《小欢喜》
《三十而已》等反映普通人生活
焦虑与困惑的作品，也得到了很
多国外观众的共鸣。

>>>链接
黄晓明新剧《紧急公

关》上线海外平台

近日，由中央电视台、优酷、
海秀娱乐、星空影视及中国国际
电视总公司共同出品，惠楷栋执
导，曹雪萍编剧，黄晓明、蔡文静、
谭卓、张博、林佑威主演的社会话
题剧《紧急公关》登陆CCTV-8
黄金强档播出，优酷视频同步更
新。同时，该剧也正式在海外平
台上线，在全球多地同步播出。

《紧急公关》讲述了黄晓明
饰演的危机公关专家林中硕，在
处理各类棘手的社会热点事件
时，直面挑战，不惧风浪，化解危
机并实现自我救赎的故事。

据悉，《紧急公关》现已签约
上线的平台有：越南 FPT 点播
平台、Wedia平台。该剧也计划
在东森美洲电视台播出，新马
泰、日韩、德法地区的部分电视
台及视频平台也均有引进意向。

《三十而已》《有翡》相继出海

国产剧在海外有多火？

台湾投拍电影《千古词帝李后主》由祖籍丹阳的眭澔平主演

眭澔平饰演李后主的造型。

刘 诗 雯 终 于 要 复 出 了 。
WTT 世界乒联 19 日晚公布了 3
月卡塔尔多哈中东赛事汇参赛
名单，中国乒乓球队将派 6 人出
战，阔别赛场近 1 年的刘诗雯也
在其中。

中东赛事汇是进入WTT新
时代的首个官方赛事，3月3日至
6 日将进行 WTT 常规挑战赛，3
月 8日至 13日则是WTT球星挑
战赛，两站赛事总奖金为60万美
元。这两站比赛，国乒队派出许
昕、于子洋、徐瑛彬、刘诗雯、孙
颖莎和张瑞共 6 人参赛，马琳和
陈玘两名教练带队出战。

这份名单中，刘诗雯备受外界
关注，这是她因伤休战近一年来参
加的首个赛事。刘诗雯上一次参
赛还是去年2月的德国公开赛，之
后因肘伤退出了多哈公开赛。此
后，国际乒联赛事因疫情暂停。国
内、国际赛事陆续重启后，刘诗雯
接连缺席了奥运模拟赛、全锦赛、
世界杯等赛事。去年 11 月底的
WTT澳门赛，刘诗雯曾尝试复出，
但最后时刻仍宣布退赛。

女队主教练李隼称，刘诗雯身
体恢复不错，但仍需要比赛来检
验。

这两站WTT赛事，日本队三
大女单主力伊藤美诚、石川佳纯、
平野美宇悉数参赛，刘诗雯也很可
能在多哈迎来与伊藤美诚近3年
来的首次交手。

阔别1年
刘诗雯将复出

华鼎奖组委会取消
郑爽荣誉称号

1月 20日，第 29届华鼎奖官
方微博发文称华鼎奖组委会决定，
撤销郑爽“第19届华鼎奖中国近
现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第
13届华鼎奖全国观众最喜爱十佳
电视明星”荣誉称号。全文如下：

近日，郑爽被前男友张恒及其
朋友曝出代孕弃养两个孩子一事，
不仅轰动了整个华人娱乐圈，还因
为其毁三观的恶劣影响，引发千万
网友的口诛笔伐和全社会舆论的
广泛关注。随后，郑爽在个人微博
上发了一个迟到的回应，却通篇强
调自己没有违法，丝毫没有任何悔
过、道歉的意思，更没有提及两个
孩子。如此避重就轻、含糊其词的
回应，不但漠视生命、冷血无情，而
且俨然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行
为，代孕、弃养更是违背社会公德
和公序良俗。任何人都不能挑战
价值底线、凌驾法律之上。一个公
众人物，要拥有正确的道德情操，
在荧幕上向公众展示自我的价值，
宣传正能量，引导公众正确地认识
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一个公
众人物的人设，不是装出来的，而
是长年累月的道德修养塑造出来
的。郑爽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理应
要培养自身的高尚情操与道德修
养，这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基
本。

根据《华鼎奖荣誉称号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华鼎奖组委会决定，
撤销郑爽“第19届华鼎奖中国近
现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第
13届华鼎奖全国观众最喜爱十佳
电视明星”荣誉称号，收回并注销
其奖励证书、奖杯。

华鼎奖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代孕弃养事件的曝光，让郑
爽的人设瞬间崩塌，这是她咎由
自取，更与当初我们授予荣誉的
初衷背道而驰。所有人都为曝光
的代孕弃养行为而感到震惊。践
踏公民权益、败坏人伦道德是对
我们所珍惜的一切的挑战。这绝
不能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