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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场》导演：没料到开播质疑这么多
由胡歌主演的电视剧《猎场》在湖南卫视开播以来备受关注，除了超
人气男主演胡歌自带流量之外，本剧也是导演姜伟继上一部作品《借枪》
之后推出的最新力作。
姜伟擅长描述高智商角逐，他的作品涉及多种题材，
《不要和陌生人
说话》讲的是家庭暴力，
《沉默的证人》涉及犯罪心理学，
《潜伏》则是谍
战。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
《猎场》一开播，就受到一些质疑。
姜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这种情况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别好地完成了角色。
胡歌 完全符合人物气质
刘量体为什么让郑秋冬去卖房子，
《琅琊榜》之后，胡歌成功从偶像派
转型为实力派演员。在《猎场》中，胡歌 因为他要用钱去帮助孩子。简女士为什
独挑大梁，其饰演的郑秋冬是全剧的灵 么不能完成这个委托，必须郑秋冬去做
魂人物，下笔墨最重的角色。为什么选 呢？第一你不知道简女士什么身份，合
适不合适去做这个事情；第二一个电视
择胡歌？
姜伟：从剧作来讲，剧本是文字上 剧中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别人去做，但是
的，有的人物形象是模糊的，需要跟剧中 对于创作者来讲他必须让主演去做，这
的角色去对应。胡歌在我眼前出现的时 是一个技术问题。我相信刘量体在监狱
候，我觉得他完全符合剧中郑秋冬的人 里边还有很多朋友，那些朋友都可以去
物气质。而且做过交流后，我觉得他也 卖房子，但那样就失去了一定的戏剧性。
传销 只是男主受挫折的手段
有信心、有能力去适应这个角色。我认
剧中郑秋冬从传销到服刑，再到身
为他诠释得非常完美，打分的话我可以
给胡歌打满分。
份造假被揭穿的艰难过程很写实，有观
众认为《猎场》前 10 集生动展现了“一个
男主三观 集合年轻人普遍心态
和传统意义上的男主角不同，郑秋 迷途大学毕业生的碰壁史”，为什么对传
冬在前期的剧情中毛病太多，急功近利、 销问题和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问题这么
做了不少踩线的事，直至出狱之后还假 关注？
姜伟：我只不过在他的挫
造了一个身份。许多网友觉得“借用他
人身份”太过戏剧化，当时是如何设计 折中选择了让他因传销犯罪
和入狱。如果是另一个编剧
的？
姜伟：改变身份这个事，如果大家不 可能会用别的方式让他有挫
喜欢，顶多是因为没写好，但这个人有这 折、栽跟头，然后再去重新爬
种念头，他一定不是普通人。而且这也 起来开始人生。传销是一个
是现实，坐过大牢的人，谁信任你啊？要 挺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他入
想在高端场合混的话，这是明摆着的道 狱这个很正常了，必须受到惩
理。其实早期的他和后来的他，是很多 罚。回归社会是我最终的目
这个时代年轻人综合的表现，只不过很 的。至于他摔倒的方式可以
多人的表现放到一个人身上去了。你可 是传销，可以是入狱，也可以
以说这是急功近利，为了追求自己事业 是别的方式。他不但要回归
成功，或者说能多挣点钱被别人瞧得起， 社会而且要报答社会，成为社
这是年轻人普遍的心态。对于正常人来 会优秀的人才，走上人生
讲，他那些行为，有踩红线的，也有很多 新高度，这是我要写的方
行为是现在年轻人常有的。这个人物在 向。
猎头
剧中有十年的发展，没有很多的变化的
话，从人物审美来讲会疲劳，也会单一。 有些环节不能让别人知道
大家喜欢完美的主人公，但前面总
剧中，有关面相学的
要有些遗憾、低谷。到最后郑秋冬并没 问题是个不少人质疑的点，认
有得到多少财富，但他有精神的高度，不 为这把人力资源行业说得太
仅帮助别人不惜牺牲自己，还说服别人， 简单。
为崇高的目的一起做出牺牲。我认为一
姜伟：如果现在去咨询猎
出 场 就 完 美 的 人 设 ，所 有 戏 都 完 成 不 头公司的老总们，他们也会告
了。你要看后面的郑秋冬。就因为后面 诉你，
“ 看面相”是很重要的。
太完美，我必须要让他前面有缺陷。
我写剧本之前也做了些基本采访，去海
德思哲采访，看一看他们的房间、布置、
女主角 “新人”菅纫姿压力很大
《猎场》开播后引起最大争议的就是 陈设，还有工作人员基本的结构。人力
女主演菅纫姿，对于这个剧中人设“万人 资源这个行当，工作方式有很多神秘色
迷”的角色，有网友认为菅纫姿颜值一 彩，里面有计谋、智慧，明修栈道暗度陈
般，撑不起这种角色，而且演技也一般。 仓的手段，这是其职业特点。他们的工
作有些环节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先要和
当初是怎么考量的？
姜伟：女主我们当初就决定用新人， 你秘密接触。
行业剧 喜欢有悬疑元素
希望可以带来一些新鲜感。剧中女主角
就是个文艺女青年、安静，菅纫姿是稳定
行业剧一直被看成是国产电视剧的
的青衣型，当年演这部戏才 24 岁，她自己 短板，
《猎场》算是一部行业剧吗？
的压力也很大。希望大家宽容一些。
姜伟：类型剧是个亚概念，不是一个
纯粹的概念，它不是真正的类型划分。
孙红雷 角色需要有力量有演技
除了男主胡歌，本剧汇集了孙红雷、 你要是从行业剧来说，就是人力资源，
张嘉译等实力派男演员，而孙红雷的率 HR 行业的戏，这没有问题。
这个剧对我来讲还有一个情结，就
先出场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刘
《猎场》中会有谍战剧的模式，
量体这个角色是为孙红雷量身打造的 是谍战剧。
吗？也有网友提出，
“ 人生导师”刘量体 有很多间谍战的手段在里头。像美国的
和郑秋冬的人物关系存在不合理性，为 《谍影重重》，一件事情已经有损失了，如
何弥补它，变成正面的东西，所以剧中才
什么他一定要让郑秋冬去卖房子？
姜伟：这个人生导师不是为孙红雷 会说“郑秋冬，如果你还想在人力资源这
量身打造的，只不过在拍摄的时候我觉 行干，赵见蜓的案子你不弄个水落石出
得需要一个有力量、有演技的人来支撑 你就不配在这行混”。我喜欢这一类的
这个角色，这样的话想到了红雷，他也特 曲折或是悬疑的元素，每个人都有小秘

密和隐情。猎头行业本身具有一些神
秘、计谋、智慧的特点。所以可以把这个
行业这一点的元素放大开来，写成故事，
让观众去体会其中一些比较神秘的部
分。
角色名 起名字是短板
剧中角的名字，郑秋冬、罗伊人、熊
青春、刘量体，起得都很有意思，是怎么
给这些人物起的名字？

姜伟：起名字是我的短板。以前我
的写字台上，有一个某一年中国年度的
新闻媒体获奖名单，上千人的名单，我就
把那个名单留下来了，从中找起名字的
灵感。当你发现这是你短板的时候，你
不要慌，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我可
以 叫 她 熊 某 某 ，他 们 有 很 多 名 字 都 是
***，熊**，郑**，罗**，名字是逐渐起出
来的，在写的过程中我还在想她的名字，
可能突然出现一个名字挺好的，我就会
给她替下来。我就一直在留心这个事。
剪辑 开头慢是打基础
《猎场》开播前几集集中了大量男女
主人公初期的感情戏，这其中最大的争
议也来自于前两集的剧情拖沓、节奏慢。
姜伟：开头节奏慢的反映，我听到
过，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可能跟观众期
待的稍许有些差异，但是这个剧的开头
需要铺陈，有人物关系横向的交代和故
事情节纵向的角度。职场剧不应当只有
职场戏。这里面一定有不均衡的地方，
这段情感多点，这段情感少点，尤其是处
理预设时，为将来人物打基础的时候，肯
定是会做更多的交代。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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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pa 单方面宣布

收回“中国好声音”版权
13 日，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重大合同
进展公告称，11 月 9 日，公司收到了“The Voice of……
（……好声音）”节目模式版权方 Talpa 传媒发来的要求
终止协议的函件，Talpa 公司以唐德未支付第二期尾款
375 万美元为由，单方面宣布终止与唐德影视就好声音
的版权合作，
并收回当初的授权。
Talpa 在函件中表明，已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向公司
发出违约通知，要求唐德在其发出违约通知后的 10 个
工作日内，向其提供第二期款项尾款 375 万美元的支付
证明及第三期款项 1500 万美元的书面付款计划。鉴于
10 个工作日内并未收到唐德的回复，Talpa 决定书面通
知唐德终止协议，并要求唐德继续支付剩余的 4125 万
美元的授权费用。
《The Voice of……》首播于荷兰，目前已经有接近
65 个本土化版本，在 180 个国家和地区播出。Talpa 是
节目模式的版权方。2012 年，国内版权代理公司国际
传媒（IPCN）从 Talpa 处获得了《The Voice of…… 》的独
家发行权，并将制作权授予灿星制作。在连续四年播出
四季之后，去年 1 月唐德影视宣布取代灿星，以分期支
付 6000 万美元许可费获得该节目五年期限内在中国区
域（含港澳台地区）独家开发、制作、宣传和播出《中国好
声音》节目授权。失去“好声音”的灿星则转头自制《中
国新歌声》，并于去年在浙江卫视暑期档首播。但是“新
歌声”与“好声音”之间是否存在版权纠纷，
“ 中国好声
音”商标到底属于谁？浙江卫视、灿星、唐德、Talpa 四家
为此展开了诉讼大战，目前尚未分出胜负。官司未结，
但是《中国新歌声》已经播出了两季，而唐德版的“好声
音”却至今尚未投入制作。
根据唐德影视公告，公司已累计向 Talpa 支付许可
费 1875 万美元。其中有 1000 万美元是 2016 年 2 月向
Talpa 支付的第一期款项。在第二期款项支付时，唐德
影视分两笔支付了 875 万美元。随后，唐德影视未再向
Talpa 方面付款，
包括第二期款项 375 万美元尾款。
对于延迟付款，唐德影视给出的解释是：
“Talpa 没
有切实履行协议中的义务。”据称：
“《中国好声音》节目
至今无法顺利播出，公司（唐德）亦无法按照协议行使其
独家授权权利，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自知悉浙
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蓝巨星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起诉公
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唐德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侵害《中国好声音》电视栏目名称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起，
暂缓向 Talpa 支付后续许可费用，直至 Talpa 按照协议
约定履行其相应的义务。”
与此同时，唐德影视还在其官网上声明：1.《中国好
声音》的授权不可能因为荷兰 Talpa 公司单方面的通知
就可以终止，在双方合同期内，
《中国好声音》节目在大
中华区域内的一切权益都仍然归属唐德影视；2. 唐德
影视保留在合同期内继续制作、播出《中国好声音》节目
的权利，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唐德影视将继续推
进《中国好声音》项目。3.荷兰 Talpa 公司单方面终止
《中国好声音》授权的行为不会对唐德影视主营业务的
盈利能力造成任何影响。
据《北京青年报》

中国演员片酬排行

前十名无女星入榜
近 日 ，一 份 最 新 公 布 的“ 中 国 明 星 片 酬 榜
TOP100”，位列前十的均为男星，没有女星。此名单榜
首为成龙“毫无意外”，他以平均每部 8000 万元（人民
币，下同）的片酬傲视群星。排名最高的女演员为杨
幂，
她以平均 1500 万元的片酬列 14 位。
在片酬前十位的明星中，既有成龙、周润发、刘德
华、甄子丹这样的老牌香港艺人，也有邓超、黄渤、徐
峥、吴京等内地当红明星，而台湾明星只有一位——彭
于晏以平均 3000 万元的电影片酬排在第八位。据悉，
该榜单根据大数据模型结合市场行情来统计，除了电
影还兼顾电视剧酬劳，同价位片酬明星的排次按照近
期票房和人气微调。但也有业内人士对这样的统计方
式表示质疑。
据《环球时报》

★提供市内免费送票及语音无卡支付和移动POS 机刷卡消费★订票送飞机模型或精美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