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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杰群

过去一年，国产剧市场时不时贡献“意外之喜”。

原本已形成“冷门”刻板印象的类型，频频出现兼具

人气和口碑的爆款。

那些得到“真香”“黑马”赞誉的剧集，多是

在重复一个道理：但凡具有诚意、专业和审美的剧

组，就不会拍出平平无奇的类型剧。而国产剧的类

型亦渐无冷门和热门之分，流量营销逻辑早已失

灵，我们缺的是潜心钻研、心思澄明的主创团队。

最近，一档开播时并不被看好的“小透明”网

剧 火 了 。 低 成 本 、 非 热 门 IP、 无 流 量 演 员 加 持 ，

却成了网友们越看越“上头”的神剧——古装爱情

探案剧 《御赐小仵作》，它实时热度居电视剧排行

榜第一位，豆瓣 8.4 分，成为 2021 年网剧市场的一

匹黑马。

《御赐小仵作》 改编自清闲丫头的小说 《仵作

娘子》，讲述了来自西南仵作世家的楚楚，为实现

仵作梦想，孤身一人来到长安城参加仵作考试，凭

着自身卓越的学识和成熟的业务能力，得到安郡王

萧瑾瑜的赏识。

仵作楚楚与王爷萧瑾瑜相互欣赏，携手探案，

还有机智幽默的大理寺少卿景翊、潇洒女侠冷月以

及“宠弟狂魔”将军萧瑾璃，这几个人一同组成了

“少年侦探团”。随着一个个案件的真相浮出水面，

贯穿 18 年的惊天悬案之谜解开，长安城各方势力

的均衡被打破，明争暗斗也随之展开。而王爷与小

仵作、少卿与小女侠，也在探案的途中互生情愫。

小甜剧给人的常规印象，不外乎男女主发糖，让

观众“吃狗粮”“嗑 CP”，为什么《御赐小仵作》能一骑

绝尘，斩获口碑？

首先，这部网剧的题材和切入点就颇为冷门，另

辟蹊径。在很多古装剧中，仵作往往是只会默默低头

辅助破案的身影，如“人形立牌”一般几乎没有存在

感——在真实历史中，作为古代的“法医”，仵作身份

和地位是极其低贱的，受人歧视。

网剧《御赐小仵作》如实展现了仵作处处不受人

待见的刻板观念。然而，即使身份地位极低，青春貌

美的女主角偏偏是一个满脸写着崇高“仵作理想”的

职场人，一开场她就以非常阳光而笃定的态度，表达

了对这份职业的高度认同。

作为女性，坚持要以一个受全社会歧视的职业

为奋斗一生之志业，这种角色设定为 《御赐小仵

作》 带来了原始的戏剧冲突基础，以及相当广阔的

创作空间。

在展现冷门的职业状态时，《御赐小仵作》 运

用了容易为观众所接受的新潮手法，充分刻画出了

仵作这一行当的专业感和神秘感。

比如在看楚楚严谨验尸的过程，观众仿佛在看

福尔摩斯探案，节奏很快，目之所及信息量爆炸，

细枝末节都藏着法医专业的“冷知识”，尸体上的

每一处伤痕恍若会“说话”。

为了让这些“冷知识”更易懂，该剧使用简明

直观的图画来标注和分析尸体上的伤口，用古风动

画还原案发现场，同时还借助“沉浸式空间”让男

女主模拟凶杀过程，帮助推理出真相。这一整套完

整而生动的探案流程，令观众酣畅淋漓地过了一把

“ 探 案 瘾 ” —— 毕 竟 很 多 人 对 悬 疑 的 痴 迷 是 刻 在

DNA 里的。

在感情戏的处理方面，《御赐小仵作》 令人称

道、并值得影视创作者思考的地方有两点：一，要

想让爱情剧在情感上打动人，就绝对不能把观众当

“傻子”；二，唯有男女主不放弃各自事业的爱情

线，才是更甜、更美好的。

有网友评价，该剧“爱情进展得有理有据”“男女

主就是搞事业的空隙谈恋爱”。

这部剧将“案子”和“汉子”这两者之于女仵作的

关系和意义，处理得相当妥帖、恰当。剧情中，王爷男

主和仵作女主的感情线发展，是建立在他们践行各

自理想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俩的故事主线是搞事业，

始终尊重彼此，一路相互陪伴和支持，奔赴共同的目

标，由此产生了欣赏和情愫。

曾有人讽刺某些“无脑爱情剧”的编剧：“爱情故

事写不下去了怎么办？逻辑不自洽了怎么办？立马安

排男女主亲密互动，误以为观众就会满意买账的。”

所有出色的剧集必然有一个共通的优点：主创

会把观众看得比较“高”，真正把观众视为有感情、有

见识的聪明人。例如在“反派”试图挑拨离间的时候，

按照一些狗血爱情剧的套路，男女主之间可能会产

生很深的误会，随之产生矛盾或陷入冷战，然后再莫

名其妙和解。但有脑子的编剧，就会避免这种无意义

的纠缠和消耗，把叙述重点放在更值得铺展的情节

上，用思维“含金量”高的事件推动故事。

除了刻画男女主，《御赐小仵作》对其他角色的

打造和诠释也很丰富。

剧中的皇帝，在大殿里有一片代表江山的沙盘，

他每天都忙着“做模型”。导演在采访中透露，之所以

如此设计，是因为“晚唐时期，风雨飘摇，皇帝想要恢

复盛唐，但能力不及，剧中他就一直在修补江山”；另

外导演为了展现“心里肯定想成为一个男人”的太监

秦栾，就设定了时常贴胡子的细节——“胡子是男性

的基本特征”。

剧情和角色背后包含开阔的格局、深刻的思想，

是网剧受众越来越显著的需求。

在 《御赐小仵作》 中，“少年侦探团”一路解

谜、寻找失踪的驸马爷萧恒，最终揭开的真相，竟

是萧恒主动牺牲生命，换取剑南忠义亡灵沉冤昭雪

的可能性——“玉面判官啊，松了一口气，又觉得

心中热血激荡。这世间事无论被岁月埋得多深，藏

了多久，都不会失去它想重见天日的力量。”这一

集被网友称为“封神片段”，让人不由联想到 《琅

琊榜》《沉默的真相》 等作品，具有叩问灵魂的深

沉力量。

所以，能让爱情剧留住观众的，不只是甜甜的

爱情。

当下的观众早已嫌弃降智的剧情，厌烦了虚张

声势的预热和营销，“流量逻辑”对于影视剧创作

不再有效；若无成熟的剧本、敬业的演员和用心的

团队，所谓的“大制作”终究不过是虚妄的幻影。

不需要莫名其妙的“工业糖精”、空洞的海誓

山盟，以及狗血的关系纠缠。今天观众爱看的爱情

剧，离不开平等、端正的爱情观，离不开男女主对

事业的热爱。同时，有价值的故事，应当往人性深

处走，向社会广处探寻。

低成本小甜剧如何实现口碑逆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这可能是国内首部聚焦生育问题的纪录片，《奇

妙的蛋生》。

2019 年，杨媛草解锁了母亲的身份，她对生育

这件事变得敏感；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她在家

待着，望着身旁几个月大的宝宝，她想得更多，生命

和繁衍，过去与将来⋯⋯越想越多，直到她成为这部

纪录片的制片人。

一个有趣的细节，《奇妙的蛋生》3 名核心主创

都是女性，而播出平台负责对接的刚好是 3 名男性。

双方在咖啡厅碰面，“精子、卵子、受精卵”一通儿聊，

场面略尴尬却不失速度，敲定了纪录片的诞生。

纪录片名叫“奇妙的蛋生”，而不是“奇妙的诞

生”，是因为杨媛草听到了一句特别让人生气的话，

“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就是下不了蛋的鸡”。行，索性就

叫“蛋生”，第一集还是从“不能生”的角度开始切入。

做 了 大 量 的 调 查 之 后 ，团 队 发 现 ，除 了“ 不 能

生”，还有“不想生”“不敢生”⋯⋯不同人群，丰富了

生育的故事。尽管生育话题并不轻松，每一集的小标

题却十分“时尚”，第一集叫“造人选秀”，接下来还有

“最后希望”“失而复得”“蛋生新思”“高定宝宝”“未

来诞生”5 集。老话题也有新表达。

总导演陈璐说，只有两性共同参与其中，平等地

分担生育压力和情绪焦虑，才更能帮助女性减轻负

面情绪。《奇妙的蛋生》第一集的主角是两个“不能

生”的家庭，男性在此间的态度十分微妙。

结婚 10 年，丈夫小武患有少弱精症，多方尝试

未果，决定采用供精的方式。如此一来，小武与孩子

便没有血缘关系，但出于对家庭完整性的考虑，他选

择接受。

另一个家庭，妻子欣欣患有先天染色体异常，同

理，她可以用别人的卵子怀孕，但我国目前没有卵子

库，她只能等待爱心赠卵。等待周期短则一年，长则

三到五年，而她丈夫的家人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一年

之内不能怀孕，两个人必须离婚。面对家人，丈夫选

择顺从。

对欣欣的遭遇，杨媛草很生气——她在片中直

截了当地表达了情绪，甚至去推进欣欣与丈夫一家

人的“谈判”。

杨媛草曾参与制作《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

等综艺，这一次，她除了是制片人，还是主持人。《奇

妙的蛋生》首次采用了“Vlog+Documentary”（日记+
纪录）的拍摄形式，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视角。她

在镜头前与主人公对话，犀利发问，甚至还推动了

“情节”的发展。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了杨媛草，有些

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但讨论即是寻找答案的开始。

中青报·中青网：这是一部女性视角的纪录片
吗？

杨媛草：我们没有对立地分是女性视角还是男

性视角，一开始我就特别主张，生育是男人和女人共

同的事；但同时，也必须面对生物法则，女人的确要

承担、付出更多。所以，纪录片是站在人的角度，去讲

生育需要大家的关心、关注与理解。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也打开了自己的思维局限。

一开始想到生育，想到“妇产科”，就是生育和妇女的

关系，在做策划时甚至忽略了男性扮演的角色。后来

开始走访，捕捉到大量故事，才发现这个盲区，从而希

望男性也要来关注和反思自己在生育中扮演的角色。

中青报·中青网：拍摄生育这样比较敏感的话
题，过程困难吗？

杨 媛 草 ：从 2020 年 4 月 开 始 筹 备 ，到 7 月 开 机

时，几乎还没有确定一个采访对象。我们在医院蹲

守，一个一个死磕，才获得了他们的许可。

小武是几十上百个对象中，为数不多的愿意站

出来讲述自己故事的人，敢于正视和面对生理上的

挑战，愿意接受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来组成一

个家庭。这么反传统的行为，需要很大勇气。所以，我

们也呼吁对男性多一些关注和鼓励。

中青报·中青网：为什么选择“Vlog+Documen-
tary”的拍摄形式？

杨媛草：以记者的身份去观察一个事件，我个人

认为，少了一种情感的真实感和代入感。采用“纪录

片日记”的形式，希望片子是带有温度的，特别是讲

生育这样比较私密的事，如果我们不是很坦诚地去

参与，可能都完不成拍摄——主人公不愿意对着冰

冷的机器说话。

第二集中，我跟着女孩去男方家里，质问男方为

什么离婚还要女方还钱（男方要求她补偿此前辅助

生育的费用），男方说出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样

的回答。他没有认为我是记者，可能觉得我是女孩的

朋友，因此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中青报·中青网：不会担心因为记者的参与而影

响纪录片的客观性吗？
杨媛草：我觉得完全不会。我是参与者，也是观

众。你们看我的日记，与此同时你们跟我一起看这么

多人的故事。我表达我的观点和想法，但并没有把观

点和想法强加于你。我们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在这

一路上，我们一起在思考。

中青报·中青网：拍完这部片子，你认为比较正
确的生育观应该是怎样的？

杨媛草：生育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选择，很难说什

么是“正确”。但从女性的角度，我希望呼吁的是，这

个孩子为谁而生，女性有自主权，尊重自己的身体，

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

我们在故事的选择上是非常多元的，每一集都

是独立的故事。拍摄完后，我们去回访这些女性，发

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这些女性变得自立自强了。

她们可能是受到摄制组里姑娘的影响，似乎更找到

了自己。这可能是这部片子更加外延的一个突破。

片中有一位生不出孩子的女性，是整个拍摄过

程中我见过最自卑的。她瞧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是一

个“废人”，她对自己的一切定义与自己的子宫相关。

拍完纪录片后，她发现了自己在画画上的天赋，现在

从一个被迫离婚的失业“北漂”，变成了一名教孩子

画画的老师。

其实我们拍这个片子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

能看到不同职业背景、不同处境、不同人生的人所做

出的选择，希望大家能够更宽容地看待这件事。如果

能因此被相关人士和机构看到，创造一个更好的生

育福利和社会环境，那就更好了。

纪录片《奇妙的蛋生》：什么是“正确”的生育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走上舞台，一手拿麦，另一只胳膊一定要搭在立

麦架上，面无表情地打招呼“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然后开始讲段子⋯⋯这是过去一年，李雪琴给公众

留下的印象。

作为北大毕业生，李雪琴的职业发展经历，一直

是网友津津乐道的梗。远离顶尖名校的常规路线，去

拍短视频，因为打破套路的策划走红，2020 年，站到

了脱口秀舞台上，在全网赢得超高人气。

许多人像解读段子一样解读李雪琴，比如讨论

“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为什么会选择喜剧这条路”“喜

剧演员李雪琴到底快不快乐”。

在脱口秀和各种综艺舞台上，李雪琴持续输出

她对这个世界的观点；与此同时，被观察，被解读，又

是李雪琴要面对的常态。

最近，李雪琴参加了一档名为《五十公里桃花

坞》的真人秀。在距离北京市中心 50 公里外的平谷

新型社区，李雪琴要和其他 14 个嘉宾，共同生活 21
天。观众透过真人秀镜头，观察颇有实验性质的当代

人群体社交图鉴。

对于李雪琴而言，第一次参加慢综艺挺快乐的，

因为在此期间可以“心无旁骛地生活”：种地、喂鹅、

写东西⋯⋯不用非要做什么事，“就是开开心心在家

过日子”。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李雪琴说，平

时很难有时间完全沉浸在生活里，每天都在处理鸡

毛蒜皮的事。“我们的工作东跑西颠的，很难连续在

一个地方一直生活，没有沉浸。”她最近一次体会到

“生活感”，还是有段时间因为腰伤天天在家躺着。

参加真人秀、综艺是观察“人”，而脱口秀核心的

作品也是“人”，这两者对于“人”的观察和刻画，在李

雪琴心里也有不一样的感觉。

“脱口秀肯定是经过提炼的，可能是把生活中你

过的 100 天，提炼出一个事情讲给大家，但真人秀就

是放大你的每一个生活细节，真人秀的提炼肯定不

会像脱口秀那么‘精’，会有很多你平时注意不到的，

或者想不起来给大家讲的东西，在镜头中被大家捕

捉到了，我觉得这也挺神奇的。”

李雪琴觉得，讲脱口秀是主动展示的过程，而真

人秀是“被动”被大家发现的过程。后者的体验，带来

一种错位的惊喜——“我以为我想展示的是这个，可

能被大家发现的是另一个东西”。

“我可愿意观察别人、洞悉别人了！”李雪琴说自

己从小爱看热闹，观察周围人身上发生的戏剧性时

刻。平时，李雪琴会拍很多 vlog，记录她生活里遇到

的点点滴滴，“每天想办法把我拍的素材剪辑到一起

给大家看”，这种感觉之于她，也等同于一个小型的

真人秀。“我拍 vlog，就是给大家看我生活里的细节，

我特别喜欢用这种方式娱乐大家，同时也娱乐自己。

用生活娱乐生活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这两年，因为喜剧成名，李雪琴对这件事本身是

感到喜悦的。

“喜剧很难，我能因为喜剧成名，说明大家认可

我的能力了。本身我也很喜欢喜剧，我个人的喜剧风

格好像又跟别人不太一样。”李雪琴认为，她的喜剧

风格和本身性格贴合度很高，外界认可她的喜剧风

格，也意味着对她真实自我的一种认同。“说明我还

是一个招人喜欢的人，我觉得很开心。”

“真实的自我”是什么样呢？

李雪琴坦陈，她真实的自我，以及做很多事的出

发点，就是希望获得别人的爱和认同。偶尔她也会产

生焦虑，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喜欢她了怎么办。“也

不是说我成名了才这样，我从小就这样，这种焦虑没

法排解。只能说，得好好做人，对别人好。”

认同自己，喜欢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人一生都在学习怎么认同、喜欢自己，有的

人这辈子都活得很拧巴，就是因为他（她）对自己不够

认同；当然也有一些人年纪轻轻就很爱自己，这个可

能是天赋、幸运，大多数人真的要去和自己做斗争。”

李雪琴感慨，有人天生认同自己，也有的人后天

通过不断的生活、跟人接触，慢慢学会了与自己共

处，喜欢上自己。

对于外界讨论的“好学生特质与反叛精神共存”

的问题，李雪琴表示，她感觉反叛感其实不存在，“我

这一辈子都没干过什么叛逆的事”。

她说，自己从小到大，“一不小心成为一个好学

生”。“我也不是说我多努力，这题目就是会做，你说

怎么办？成为好学生不是我选择的，但我又不太想做

那种标准意义上的最好学生。”

李雪琴笑言：“偏偏我有考试的天赋，然后又有

这样的性格，我这个人还是跟着性格走。”

前几天，一个朋友问李雪琴：“你觉得你变了吗？”

李雪琴说：“我觉得没有，因为我半夜还会睡不着觉，

如果有一天我每天睡眠都很好，我可能是变了。”

“这两三年我从事的一些事情，无论是变化也好

上升也好，它带给我的情感影响都是等比例放大的，

我见到的东西和心里的情绪更多了，但比例没有变，

所以我不觉得是改变。”李雪琴自认为适应能力还可

以，即使会感到压力和焦虑，但都在她承受范围内。

过去，李雪琴老觉得自己不快乐，特别想追求快乐。

“但活到这个年纪，我觉得不快乐就是人生的常态，快乐

总是转瞬即逝的。就是因为你的人生大多数时间不快

乐，所以才显得那些快乐那么珍贵，那么美好。所以我现

在比较peace，不去想为什么不快乐，就随它去。”

李雪琴：用生活娱乐生活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 林 蔚

悬疑剧近年来在市场上
颇受欢迎，但要制作一个爆
款悬疑剧，并不容易。它首先
要求有一个一流剧本，构思
巧妙、逻辑缜密、情节紧凑；
还需要一个高水准制作团
队，完成从文字到视觉的完
美演绎。4 月 30 日登陆网飞
的西班牙悬疑剧《无罪之最》
显然是年度“爆款”之一。该
剧一开播就被观众捧为“烧
脑神剧”，在各大网络平台得
到力荐并引发热议，豆瓣上
也拿到了8.6的高分。

《无》剧改编自惊悚大师
哈兰·科本的同名小说，由西
班牙知名导演奥里奥尔·保
罗执导。保罗的代表作之一
是 悬 疑 电 影《看 不 见 的 客
人》，2017年在中国上映时获
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

《无罪之最》的故事，从
一个悲催的男人马特开始。
法律系大学生马特本有着美
好前程，未想某天在酒吧卷
入一场无聊打斗。纠缠中他
不小心将大学生丹尼推倒致
死，最终因过失杀人而锒铛
入狱。马特服刑期间，父母出
车祸丧生；出狱后与哥哥组
建事务所，哥哥不久因病离
世，简直衰到了极致。

将马特从人生谷底拉出
的，是奥利维亚，一个他曾经
邂逅又因机缘巧合而重逢的
魅力女性。坠入爱河，结婚买
房，即将迎来新生命⋯⋯马
特欣喜地发现，上天还是仁慈地给了他重启人生
的机会。但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马特收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自拍照，是从出
差的奥利维亚的手机发出的。紧接着收到的视频
更让马特震惊，昏睡的妻子，赤裸的男人，可疑的
酒店房号。奥利维亚为何失联？这个莫名阴险的男
人是谁？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第一集在观众满脑的问号中戛然而止，第二
集竟直接跳到了女警洛蕾娜的故事。洛蕾娜幼时经
历过父亲自杀，在修道院长大，为当一个好刑警牺
牲良多。这一天，她被派去调查一起修女自杀案。

“我是谁？我在哪儿？这两集有啥关系啊？”看
似独立的两个故事令一头雾水的观众不禁发出

“灵魂拷问”。直到第二集结尾，马特打开房门，外
面站着的是来查案的洛蕾娜，观众顿时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两个故事连上了！

这是《无罪之最》的独到之处。它采用多线推
进的方式，每集从一个重要人物的第二人称旁白
开始。自杀的修女、被雇佣的阴险男、背负秘密过
往的恶警、丹尼的父亲⋯⋯在缓缓道出的“你”的
故事里，这些配角成为某个时段的主角，人物形象
逐渐丰满，来龙去脉慢慢清晰。

一层层抽丝剥茧之后，观众惊讶地发现，原来
每一集都像一块拼图，看似不重要的情节、貌似不
起眼的人物，都可能是另一处的关键。各种线索交
汇，直到所有碎片拼到了一起，你才终于明白，原
来这是个环环相扣，交织着过去和现在好几段爱
恨情仇的复杂故事，而连接起所有故事的关键人
物，不是马特，是奥利维亚！

如果只是讲一个精彩故事，《无罪之最》并不
会获得如此多的掌声。它的另一出彩之处，是在悬
疑中揉入了对人性，对善恶以及关于自我救赎的
深度探讨，令观众在观剧时不仅更有代入感，还能
激发强烈的共鸣。

比如马特和丹尼父母。当你失误伤害他人时，
除了忏悔还能做什么？当别人无意伤害到你时，你
会选择原谅还是报复？剧中马特出狱后和丹尼母
亲定期会面并叫她“妈妈”，一度令观众毛骨悚然。
但随着剧情发展，大家会发现，这两个人是直面人
生，在谅解和慰藉中互相救赎。丹尼的父亲则在痛
失爱子的悔恨中固守仇恨，人生陷入毁灭。

又比如奥利维亚和她相依为命的姐妹们。命
运悲惨的脱衣舞娘为了逃离人间炼狱孤注一掷。
但过去真的可以就此埋葬吗？因为命运捉弄而人
生截然不同的姐妹们，是依旧相依相爱还是暗生
仇恨？剧中姐妹基米用报复来表达她被抛弃的恨
意，奥利维亚则用飞身挡枪来表达自己的愧疚，两
人最终在生死攸关中完成自我救赎。

“与过去一点点断开联系，帮助那些想重新开始
的人 ⋯⋯你就会知道，你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就
能感到快乐。”《无》剧的结尾有一大段的“鸡汤”旁
白，配合马特和奥利维亚新生活的场景，非常治愈。
但人称“反转王”的导演仍然在彩蛋里埋下了一个小
小的反转。马特曾跟奥利维亚许诺，以后彼此坦白不
再隐瞒，但是，“也许，你只是把某些事埋在了心里！”

这是《无罪之最》的高明之处——人生里哪有
百分百的鸡汤，这世间的善恶黑白，也从来不是泾
渭分明。

︽
无罪之最

︾
：悲惨

、仇恨和救赎

在脱口秀和各种综艺舞台上，李
雪琴持续输出她对这个世界的观点；
与此同时，被观察，被解读，又是李雪
琴要面对的常态。

《奇 妙 的 蛋 生》 首 次 采 用 了
“Vlog + Documentary”（日 记 + 纪
录） 的拍摄形式，具有主观和客观
的双重视角。她在镜头前与主人公
对话，犀利发问，甚至还推动了

“情节”的发展。

人生里哪有百分百的鸡汤，
这世间的善恶黑白，也从来不是
泾渭分明。

不需要莫名其妙的“工业糖
精”、空洞的海誓山盟，以及狗血
的关系纠缠。今天观众爱看的爱
情剧，离不开平等、端正的爱情
观，离不开男女主对事业的热爱。

《御赐小仵作》 剧照。

《奇妙的蛋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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