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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无 疑
是精品剧“井喷”的
一年，《人民的名
义》《那年花开月正
圆》《大军师司马懿
之军师联盟》《索玛
花开》《白夜追凶》

《河神》《无证之罪》
等等热播剧，实现
了口碑、收视率、播
放量的全线飘红。

由 华 西 都 市
报、封面新闻联合
打造的“2017年度
名 人 堂 ”系 列 报
道，日前已重磅推
出“名人堂·年度
电视剧/网剧”候
选名单。目前，读
者正通过登录封
面 新 闻（thecover.
cn），为自己心目
中的“精品剧”火
热投票中。

值 得 注 意 的
是，下载封面新闻
APP 参与 2017 年
度名人堂投票活
动，还有机会获得
由封面新闻送出
的丰厚奖品。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将陆续推出对
台前幕后相关主
创的系列专访，走
近这些热剧的背
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荀超

见习记者李雨心

候选电视剧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❶《人民的名义》

❷《那年花开月正圆》

❸《楚乔传》

❹《我的前半生》

❺《猎场》

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❼《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❽《索玛花开》

❾《我的1997》

《人间至味是清欢》

❶《白夜追凶》

❷《一起同过窗2》

❸《河神》

❹《鬼吹灯之精绝古城》

❺《九州·海上牧云记》

❻《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❼《颤抖吧，阿部》

❽《春风十里不如你》

❾《双世宠妃》

《将军在上》

候选网剧名单

“花式催播”压力大
连“点个赞”都不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一起同

过窗 1》到现在口碑都很高，制作第二
季时会不会有压力？这些压力主要体
现？

毕鑫业：压力很大，压力体现在观
众在等待第二季的漫长过程中，会潜
意识把第一季无限理想化，第一季可
能只有70分，但经过一年的等待，他们
会觉得第一季有80分，但一年的时间
里我可能只能成长3分，那中间相差的
7分就是我的压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压力大到
在第二季开播时，连在微博“点个赞都
害怕”？

毕鑫业：因为在开播前，我发微博
无论什么内容，下面的留言都清一色
是催第二季的，这是无形压力。看得
多了我自己会产生一个想法：“要是第
二季没有第一季好，那我对不起的人
就太多了。”为了杜绝这种想法，我只
能选择“装死”不发微博，这样已经在
最近一条微博催更过的人，就不会再
次催更。

不敢点赞是因为每天的社会信息
我都是从微博上获得的，在刷微博的
时候，很容易在划页的时候不小心给
谁点了一个赞，这时微博就会提醒别
人我最近赞了谁，这样催更的粉丝就
会发现我其实是刷微博的，然后重新
催我一次。

挖坑容易填坑难
不能永远“没心没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剧中有很
多广院的故事，也是很多大学生会在
校园里遇到的场景。将真实的日常生
活搬进屏幕中，是否会显得寡淡没有
戏剧性？

毕鑫业：很容易寡淡没有戏剧性，
所以在写剧本的过程中，索性直接写
了一集完全没有任何主线推动的日常
戏，把男生寝室的浑浑噩噩写到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出乎意料
的是，这不仅没有成为《同窗》的短板，
反而成为区别于其他网剧的“一股清
流”。有网友称自己喜欢该剧的原因
就在于“剧情真实不做作、人物自然有
性格、与观众共鸣多。”那么与第一季
相比，第二季在哪些方面更精细了？

毕鑫业：第二季最主要精细的其
实是剧本，写第二季剧本的时间是第
一季的一倍有余，过程中力求不出现
废场。其次是摄影灯光，第一季的摄
影灯光实在太过草率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剧本上，
听说填了不少第一季遗留的“坑”？

毕鑫业：第二季我把林洛雪和毕
十三的“坑”填了，“填坑”简直是编剧
行业里最难的一个环节，因为在第一
季“挖坑”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以后

“填坑”的事儿，所以肆无忌惮的发挥，
等到第二季的时候良心受到了谴责，
觉得再不“填坑”就对不起观众了，所
以把他们俩最难填的“坑”用半个月时

间填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同窗2》

开播至今，网上已经有不少观众发表
了关于此剧的看法，尽管好口碑依旧，
但也有不少人表示，相对于第一季的
轻松幽默，第二季显得沉重拖沓，并且
没有那么搞笑了，更是有网友用“翻天
覆地”来描述两季的变化。对于这样
的评价和质疑，你的回应是？

毕鑫业：我真的尽力了，在我看
来，《同窗》其实是一部讲成长的片子，
我和他们九人都不可能永远像大一新
生那样没心没肺地活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所以在第
二季中，感情线成为剧中主线了？感
觉在人物情感塑造方面花了很多心
思。

毕鑫业：第二季确实把感情线写
得更重一些，因为第一季在这方面写
得不够完善，但主线其实还是在讲每
一个人阶段性的成长，在我看来感情
只是成长的一部分。

“青春热”是好信号
但“网剧热”引忧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不管是第

一季还是第二季，“同窗”没有流量卡
司，也不是热门IP，甚至连宣传都十分
低调。而且听说第二季还差点“流
产”？所以能跟观众见面经历了很多
不容易吧？

毕鑫业：没有流量卡司是因为穷，
不是热门IP是因为我自己在打造IP，
宣传低调是因为宣传费少。没有流产
这回事，经历的事情，很多，但我的习
惯是报喜不报忧，能跟观众见面已经
很不容易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怎么克服的？

毕鑫业：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克
服”，只有“忍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观看近期
热播网络剧，“青春热”已经成为了一
种趋势，在《同窗2》开播前，就已经有
两部同题材的网剧在播出——《致我
们单纯美好的小时光》《你好，旧时
光》，深受观众喜爱。对于入局青春剧

“厮杀”，你觉得《同窗2》的优势和劣势
是？

毕鑫业：优势是上映时间比他们
晚，等他们的剧播完了，我可能会侥幸
蹭上一些话题热榜。劣势是宣传费比
他们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怎样看待
青春校园剧的火爆？

毕鑫业：不知道为什么火爆，可能
最近这个题材比较符合大众胃口吧，
我拍第一季的时候火热的明明是奇幻
风。是好信号，无关于题材，只要这个
市场始终有脍炙人口的火爆题材，就
说明中国的编剧们始终在认真地工
作，这种现象比前几年好多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随着一大
批精品网剧的涌现，包括你在内的一
批90后新兴导演正崭露头角，大批导
演甚至包括一些老牌影视剧导演、演
员也纷纷涌入网剧圈，对于这一现象，
你的感觉是？

毕鑫业：感到绝望，因为这“大批
人马”基本会把所有宣传资源吃光，然
后我的剧又会被淹没在人海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现在系列
化开发成了打造“网剧IP”的标配，《同
窗》也有了“剧二代”，你觉得应该如何
保持剧集的质量，避免“剧 N 代口碑
低”的定律？

毕鑫业：凡事尽力而为，但求问心
无愧。

这一年
你为哪部剧打

12月 18日，300位人气
主播身着盛装在北京亮相“花
椒12.18直播节”，现场更是星
光璀璨，气氛丝毫不输于一场
电影节。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现场采访得知，当天出
席盛典的TOP30主播身价已
超2.5亿，累计粉丝量覆盖超
过 1200 万人，直逼一线女
星。但是，网络主播的真实生
活，并不如传闻般“神话”。

轻松月入百万？

小概率
网络主播的收入一直是各

路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直播
吃饭月入过万”、土豪们掷千万

“送礼”的新闻频繁出现，神化
了主播的收入水平。不可否
认，直播行业正处于“红海”阶
段，有些主播的身价确实已经
逼近一线女星，比如在出席盛
典的300位主播中，前30位的
身价就超过2.5亿。而在去年，
300位主播总身价也才1.1亿，
仅仅一年竟增长了20倍！

但是，能做到月入百万的
主播只是凤毛麟角，在花椒上
的万名主播中不过沧海一
粟。获得“2017花椒年度歌
神三强”的音乐主播“袁小征”
是一名资深的全职主播，凭借
动听的歌声收获了许多粉丝
的喜爱，同时她也是《中国新
歌神》第二季网络战队的总冠
军。她告诉记者，自己从事主
播这个职业已有两年半，算是
圈中的“老人”了，有45万的
粉丝量，但一个月的收入也不
到20万，月入百万实在谈不
上。“月入百万真的太夸张了，
能做到的太少了。像我刚刚
开始做主播的时候，一个月就
三四千块钱，低一点的时候还
没有这个数。”

另一位网络主播“梦幻澄
宝”进入直播行业才半年，粉丝
不到2万人。“其实收入多少是
因人而异的，而且每个人的直
播收入不太稳定，时多时少，能
力、运气各占一半。”她表示，自
己只有在运气特好的情况下才
能有一场收入过万的直播，这
个概率非常低。“像有些主播没
有特别的才艺，一场直播下来
收入也就几百甚至几十元。”

光靠“高颜值”？

那哪够
在网友的印象中，主播们

只需要长得漂亮，会嘟嘴卖
萌，工作就是陪粉丝聊聊段
子，可以说是“又美又轻松”。
但是从典礼中颁布的奖项中
看，网络主播中不仅有“歌
神”，有“舞王”、还有“乐圣”，
吹拉弹唱无一应俱全，就连

“聊段子”都是聊出了脱口秀
的水准。主播“梦幻橙宝”就
表示，才艺才是保持粉丝粘性
最好的“武器”，光靠“高颜值”
来挣钱是不稳定的。“粉丝可
能来看一次、送一些礼物，以

后不会再来了。”
说起这个，主播“袁小征”

的感触颇深，两年半的时间让
她看到了这个行业发生的一些
变化，纯“陪聊式”的主播内容
已经逐渐被粉丝抛弃，粉丝对
主播的要求也提到了新的高
度。“袁小征”作为一名全职主
播，每天从晚上八点直播到深
夜十二点，长达4个小时的时
间内，她不仅要唱，还有与粉丝
聊天交流，嘴没有一刻停下。
而且，光有出众的才艺还远远
满足不了粉丝的需求，在直播
的过程还需要不断与粉丝保持
互动。“完成一场好的直播需要
长时间的积累，直播前后要准
备的东西很多。”主播“袁小征”
表示，为了能与粉丝有更多的
话题，每天都要下不少功夫。

“像一些热点话题、新的电影、
大家正在追的剧，我都要了解，
不然就跟粉丝没话说。”

“滤镜+美颜”？

必须的
在直播节现场，随处可见

拿起手机就开始直播的网络
主播们，细看之下，就会发现，
如今在直播软件中，滤镜+美
颜的模式经常被主播们使用，
不仅可以磨皮美白，还能瘦脸
和放大双眼。网络上诟病主
播线上线下“判若两人”的情
况十分常见。

主播“袁小征”表示，这种
情况十分常见，大家都想以好
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眼中。“我
在直播中也会使用美颜，但都
不会太过，因为就我自己而
言，不希望在大马路上看到我
之后认不出来。”她还十分豪
爽耿直地说：“我就是长这个
样子，不喜欢可以不看。”

“主播在直播时使用美颜
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面对太多
观众，有些时候很多内心不够
强大、怕遇到黑粉，就需要美
颜增添一些自信。”主播“梦幻
橙宝”对使用美颜有着更深层
次的看法，她谈到，因为主播
的行业第一眼都是看脸的，所
以主播们总是想尽方法让自
己变得好看。“‘见光死’的主
播应该只是一部分，但是至少
我身边很多主播朋友，本人也
都是很漂亮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李雨心

全职主播“袁小征”的日
常。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无 论 是 电 视 剧 还 是 网 剧

call？

《一起同过窗2》火爆
90后导演却说“绝望”

去年，网剧《最好的我们》凭借普通学生的青春故事，获得了30亿播放量和8.7分的高口
碑。今年暑期档，《春风十里不如你》再次证明了清新范儿青春剧的魅力。最近热播的《致我
们单纯的小美好》《你好，旧时光》等，更是为观众带来了不小惊喜，甜蜜指数“四个加”。同样
清淡暖心的，还有“杀入”青春剧“战场”的《一起同过窗2》（以下简称“《同窗2》”）。

与第一季一样，《同窗2》依然是搞笑段子混搭文艺感的独白，不过，要在同期青春剧霸屏
的情况下，“杀”出一条“血路”，显然并不容易。与该剧一起崭露头角的90后新锐导演毕鑫
业，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时，透露了拍摄《同窗2》的幕后压力。

揭开网络主播的“真面目”——

“网红脸”“轻松月入百万”“见光死”，说起网络主
播，可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其实总结起来，网络主播
最受网友非议的不过两类话题——长相和收入。网
络主播的钱真的就像是“大风刮来的”吗？网络主播
在线上线下是否差别真的那么大？这个行业又面临
着怎样的竞争压力？

吹拉弹唱样样会
也很难月入百万

独家
专访

导
演
毕
鑫
业
。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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