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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开年网剧小爆款

《赘婿》一靠“爽”二靠“甜”
本报综合消息 由邓科执导，秦雯编剧，郭麒麟、宋轶领衔主演的网剧《赘婿》
近日火了。打开微博，
“赘婿里的经济学思维”
“赘婿致富经”
“郭麒麟饭后甜点是
皮蛋”
“苏檀儿宁毅好甜”
“赘婿二次元选角”
“赘婿弹幕”……《赘婿》相关话题不断
登上微博热搜榜，其中仅“赘婿弹幕”
一个话题的阅读量便已超 4.2 亿。
作为《赘婿》的男女主角，郭麒麟和宋轶的个人热度也随着剧集的热播而急剧
攀升，两人不但分别拿下“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第一名和第四名的好成绩，还闯
入了云合数据“艺人霸屏榜”前五名。
《赘婿》缘何成为开年爆款？近年来赘婿文的流行可谓功不可没。但归根结
底，
《赘婿》仍是“霸道总裁”故事的变种，迎合的也是部分人想要不费辛劳便轻松
赢得人生成功的渴望。

套路：
逆风翻盘满足成功渴望

人设：
不过是变相“霸道总裁”

《赘婿》改编自阅文同名 IP。遭受
2019 年火遍全国的《庆余年》，开拓
友人背叛而陷入困境的商业大亨江皓
了男频爽剧的市场。
《赘婿》开播前夕，
称得上爆棚：寥寥数语就能将一众同
辰（张若昀饰）意外穿越到武朝，成为苏
便靠“庆余年同班人马”的卖点引发不
学收入麾下，随便上街便搭救了绝世
氏赘婿宁毅（郭麒麟饰）。入赘后他协
小关注。之后随着剧集的播出，越来越
美人聂云竹，更轻轻松松结识了当朝
助妻子苏檀儿（宋轶饰）玩转商界，更在
多的观众发现，不仅两者的演员阵容相
右相和驸马爷，为后续剧情中进一步
机缘巧合下卷入朝廷纷争中，最终成就
似，
《赘婿》似乎也移植了《庆余年》的男
飞黄腾达埋下伏笔……如此人设，堪
一番家国大业。
频爽剧基因。郭麒麟饰演的宁毅俨然
称“全方位开挂”。
剧版《赘婿》的播出反响热烈，其实
是一个技能开挂、运气爆棚、自带“金手
相较男主角宁毅的神通广大，在
和近两年赘婿文本身的火爆脱不了干
指”的霸道总裁。作为穿越回古代的商
剧中被赞“天赋异禀”
“经商能力出色”
系。据掌阅科技公布的《2020 年度数字
业大亨，他不仅谙熟现代社会的商业规
阅读报告》，赘婿题材是年度最热网文
则和企业模式，还善于运用“拉人头” 并口口声声“要靠自己能力为女性争
口气”的女主角苏檀儿，除了在开篇草
题材之一，
《最佳女婿》
《赘婿当道》
《最 “砍一刀”的电商模式，为苏家新开的布
草展示了一下染布校色技能之外，其
强狂婿》
《女神的超级赘婿》
《超牛女婿》 坊赢得开门红。此外，他还将差异化经
余时间却基本沦为等待被男主拯救的
《绝世佳婿》
《神龙废婿》等赘婿文如雨
营、设置停车位、饥饿营销等商业手段
后春笋一般涌现，业内甚至将刚刚过去
运用得淋漓尽致，将对手乌氏布行逼入 “傻白甜”。
的 2020 年称为“赘婿文元年”。
破产之境。
改编：
暖萌男主讨好女性观众
和其他类型的网文相同，赘婿文也
除了是商业奇才，宁毅还棋艺高
有固定的故事套路：入赘到强势女方家
超，会写小说，精通自由搏击，甚至懂设
凭借着极强的戏剧性和“迎娶白富
中的男子，
在遭受了毫无话语权、
被嘲讽
计、懂机械、懂如何制作松花蛋……为
美，走上人生巅峰”的爽点，赘婿文俘获
鄙夷的生活后，忍辱负重，奋发图强，最
了在诗会上给娘子苏檀儿“挽尊”，宁毅
了大量男性观众。
《2020 年度数字阅读
终，或被揭晓权贵身份，或充分展现实
甚至还临时充当了一把舞台编导——
力，
实现逆风翻盘。从某种角度来看，
赘
舞美、灯光、道具、走位调度、舞蹈编排， 报告》显示，赘婿题材阅读用户中男性
占比更高，超过 75%。
《赘婿》原著作者
婿文的内核迎合了现代社会里部分人对
全不在话下。
《赘婿》是男频爽
成功的渴望，
因此有一定的读者基础。
不仅事业全能，男主角的运气也 “愤怒的香蕉”表示，

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致敬

《超能一家人》定档
2022 大年初一

开心麻花首次
进军春节档

——观《你好，李焕英》有感
●戴轶民
今年春节期间，我看了两部心中有
成为母亲骄傲的她却因母亲突遭严重意
所 期 待 的 电 影 ——《唐 人 街 探 案 3》和
外，而悲痛万分。在贾晓玲情绪崩溃的
《你好，李焕英》。前者是一部大制作、
高
状态下，竟意外的回到了 1981 年，并与
期待并且包含我感兴趣的侦探题材，而
年轻的母亲李焕英相遇，二人形影不离，
后者完全就是冲着沈腾的喜剧去的。
宛如闺蜜。晓玲以为来到了这片“广阔
《你好，李焕英》根据同名小品及导
天地”，她可以凭借自己超前的思维，让
演贾玲亲身经历改编，片名中的李焕英
母亲“大有作为”，并改变最后的“人生结
是贾玲已故的母亲，电影讲述女演员贾
局”，但结果却让晓玲感到意外……
晓玲在经历母亲突然去世的悲痛后，穿
如果没有这个“意外”，这部电影也
越时空回到过去，触摸年轻的父母和他
仅仅是一部笑点密集、剧情通畅的及格
们的梦想的故事。
之作。但正是从原本大家以为的单人
在影片上映之前，不管是从业内人 “穿越”，变成母女同时回到过去的双人
士还是普通观众的预期来看，对这部由 “穿越”，瞬间将影片升华到另一个层次。
一位“门外女汉”导演的处女作是普遍地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贾晓玲穿越回
谨慎看好，更有人断言这会是一部消费
去是为了做自己想做却一直没能做到的
亲情的“圈钱”
电影。不过这其中并不包
事——让母亲高兴，甚至撮合母亲与别
括我，
因为我始终坚信，一个人就算再爱
的男子在一起，
从而改变母亲的命运。
钱，但在面对“母亲”
这两个字时，必定会
可到了最后，
原来李焕英也是在弥留之
奉献出最大的诚意和最真挚的情感，因
际穿越回去，
陪着女儿走完自己最后一段
此这部电影未必会差。
路，
并且为女儿弥补人生遗憾，
修复心理创
果不其然，
就在昨日，
《你好，
李焕英》 伤。为此，
就算明知结局是一死也义无反
总票房超过41亿元，
在春节档的所有影片
顾。
“你以为你已经很爱很爱妈妈了，
但妈妈
中口碑票房皆为头名。这部剧情冲突并
远比你想象中更爱更爱更爱你。
”
网上的这
不激烈的影片，正是凭借着满满的诚意， 句影评，
很好地诠释了这部电影的主题。
吸引着观众拿着真金白银前来
“买单”
。
当我看到电影最后，发现电影院里
影片中，刚刚考上大学的贾晓玲经
有不少人正抽泣着拿出纸巾擦眼泪。面
历了人生中的一次大起大落。一心想要
对这个看起来些许滑稽的画面，我当时

文，基于此改编的网剧同样不需要女性
观众。
尽管如此，了解网剧收视群体和规
律的剧版《赘婿》主创，仍为了争取女性
观众而对原著情节进行了大量的改
动。比如，剧中宁毅不但要学习如何做
家务、呵护妻子、侍奉高堂、带娃养娃，
还要处处“以妇为纲”……这些充满讽
刺和搞笑意味的夸张情节也成为该剧
最令观众津津乐道的名场面。此外，郭
麒麟饰演的宁毅“继承”了《庆余年》中
他扮演的范思辙“扮猪吃老虎”的人设，
原著中狠辣冷血的宁毅变得软萌，还一
心只为女性服务——帮妻子苏檀儿夺
得掌印，帮好友聂云竹开创事业，成了
不折不扣的“妇女之友”。
剧版还剔除了原著中封建落后的
三妻四妾设定，融入了夫妻间相亲相爱
的“小甜剧”元素，以迎合观众在假日求
甜蜜求爆笑的观剧心理。再加上同档
期无强势剧集与其竞争，
《赘婿》便幸运
地成为了牛年开年小爆款。

的第一反应是忍不住一笑，可当我回过
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眼眶也噙满泪
水。正是这份亲情的内核，几乎让所有
看了影片的观众产生了共鸣，笑着走进
电影院，哭着走出来。
看完这部电影的人，很难不会想起
自己的母亲。至少我想起了每天下班后
母亲做好的饭菜，有时还会面对我“挑肥
拣瘦”
的臭毛病；想起母亲在家带着顽皮
的孙子，让我心无旁骛的工作；想起了家
里在母亲的收拾下井井有条，给了我家
里的琐事不值一顾的错觉……
我们在影片中见证了贾晓玲“子欲
养而亲不待”的悲痛，就应该在现实中避
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最后，向
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致敬。

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由宋阳
执导，艾伦、沈腾主演的电影《超
能一家人》曝光一支 15 秒预告，
宣布定档 2022 大年初一。
《 羞羞
的铁拳》导演宋阳，与艾伦、沈腾
再度联手拍喜剧，这也是开心麻
花电影首次进军春节档。
2017 年国庆档，电影《羞羞
的铁拳》上映，无论是艾伦的“换
身 表 演”，还 是 沈 腾 的“你 过 来
啊”，诸多经典包袱至今还为观众
津津乐道。时隔 4 年，导演宋阳，
艾伦、沈腾携《超能一家人》爆笑
归来，笑点制作双双升级，将打造
开心麻花的“超级喜剧”。
《超能一家人》讲述了早已离
家出走的郑前
（艾伦 饰）
，
回老家喀
西契克参加爷爷葬礼，却意外发
现，
一家人只要在一起就能触发超
能力。与此同时，
郑前遭遇邪恶市
长乞乞科夫（沈腾 饰）抢夺自己开
发的 APP。郑前被迫和超能力家
人团结起来，
共同抵抗乞乞科夫。
《 超 能 一 家 人 》的“超 级 制
作”，成为了开心麻花的历史之
最：国内外辗转六地取景，长达
170 余天的拍摄，全片超 1700 个
特效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