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不看这部剧，都没法和人聊天了。”最近在
网上，不少年轻人发出感叹。

他们所指的，正是被誉为“史上尺度最大的
反腐剧”———《人民的名义》。

据了解，该剧自3月28日登陆湖南卫视的晚间
黄金档，收视一路高涨，相关话题持续刷屏各年龄
阶层的朋友圈，这其中包括“观剧大户”———年轻
人群体。最新数据显示，近期该剧的忠实度达到
60%以上。

在影视剧种类极为丰富的今天， 一部电视
剧想要获得年轻人的喜爱， 并非一件易事。《人
民的名义》作为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主流电视剧，
缘何能点燃年轻人的追剧热情呢？

为争取年轻观众，下足了功夫
第一集镜头里， 衣着朴素的一位部委项目

处处长在机关房改房的家中被反贪总局办案人
员询问。这位处长吃着炸酱面，口口声声“人民”

“党和政府”；他每个月只给乡下老母亲汇300元
的生活费，家具装修土得掉渣。而最终，在他另
一处隐秘的豪宅里， 办案人员找到了藏着的2.3
亿元现金。

《人民的名义》一开篇，就为观众勾勒了这
样一个腐败官员的“两面人生”，让人震撼。与此
同时， 剧中众多官员轮番登场， 尽展“官场百
态”，这对官场还很陌生的年轻人（以90后、95后
为主）来说，新奇感十足。众目睽睽之下，涉案的
副市长居然逃到了海外； 负责查案的市反贪局
局长得到重大线索后， 竟遭遇离奇车祸……人
物关系错综复杂，跌宕剧情悬念丛生，年轻人从
中嗅到了“悬疑”的味道。

除了惊心动魄的政治角力，《人民的名义》
还有丰富的生活场景和精雕细刻的底层小人
物。“编剧周梅森以前的作品里， 很少出现情感
和家庭，比如领导一般很少涉及家庭生活，这次
我们都设立了感情线。” 该剧导演李路认为，切
切实实地表现当下生活， 让年轻人看到生活的
真实世界，也是拉近与年轻人距离的一种方式。

在剧中，不管是“小官巨贪”，还是拆迁引发的
群体性事件、互联网在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人
民的名义》都有了真实而生动的表现。这让观众

直呼尺度大胆， 直指人心。“小官巨贪”“人民币
墙”“花式点钞”“搞事情的工人”“达康书记”等
话题被观众热议。

李路透露，《人民的名义》 在进行后期制作
时，很多负责制作的90后、95后喜欢上了这部作
品，这让他感到很欣慰。在李路看来，与年轻一
代观众的交流非常重要。3月27日，《人民的名
义》首播新闻发布会特地选在清华大学举行，李
路与周梅森携陆毅、胡静、张丰毅、张凯丽等一
批主创人员集体亮相， 与现场年轻人进行了积
极互动。

为争取年轻观众，《人民的名义》从剧本、演
员、拍摄到后期制作，下足了功夫。李路说：“无
论是反腐意识的加强还是整体引导， 都要从年
轻人做起。我们希望能传达给他们一些观念：你
有天大的本事，对社会有再大的贡献，都不能触
犯法律；一旦触及，就要绳之以法。”

个性化表达方式，催生新活力
还不知道“达康书记的GDP”？那你真的可

能“out”了。
《人民的名义》中，几个老戏骨成了“网红”。

特别是剧中的市委书记李达康（吴刚饰），成为
当红不让的“人气书记”：“达康书记别低头，
GDP会掉；别流泪，祁同伟会笑”“达康书记的笑
容和GDP由我们来守护”。另外，达康书记的粉
丝群有个洋气的英文名字叫“darkcom”， 宣誓

“守卫达康书记的双眼皮和保温杯”。 有关达康
书记的表情包，也在朋友圈刷屏。

对此，吴刚的心态非常开放，他幽默地说：
“我觉得现在的网友真是了不得， 品位极高，做
的各种表情包真是太好了。 他们可以瞬间把表
情包集合起来发在网上。” 吴刚觉得这是好事，
是观众对他表演的认可和喜爱。

除了“人气书记”李达康，剧中的高育良、祁
同伟、沙瑞金、侯亮平等人物也在网上各自“圈
粉”。年轻网友们还煞有介事地将剧中关系亲密
的两位人物组成“沙李CP”（沙瑞金·李达康）、

“海猴子CP”（陈海·侯亮平）等组合，在社交平台
成为火爆话题。

原本，反腐剧本是严肃的政治题材，是主流
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年轻的观众却不
再用一种苦大仇深、 正襟危坐的姿态去欣赏正

剧，相反，他们用“表情包”“鬼畜视频”“CP”等个
性化表达方式来解读这类严肃题材。 在互联网
时代， 受关注的作品被才华横溢的广大网友各
种“解读”，催生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活力。

电视剧的热播导致了原著的供不应求。据
悉，《人民的名义》目前已加印第6次，累计发行
约40万册。这部小说常常处于断货状态，即使在
网上购买也需预订，无现货。

《人民的名义》能受到年轻人的热捧，除了
本身品质高，制作精良之外，它首播的平台———
湖南卫视，也贡献了不少力量。业内人士称，该
剧在湖南卫视进行首播， 其覆盖的年轻观众群
体也“嫁接”到这部戏中来。从《人民的名义》走
红的态势来看， 这部反腐剧不仅穿透了湖南卫
视的年轻受众群，还逆袭到了互联网，成为一部
名副其实的“网红剧”。

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 台长吕焕斌认
为，湖南卫视播出《人民的名义》不是偶然。

“首先，它是我们政治上的自觉追求，也是
巡视整改以来， 以整改促宣传的一大成果；其
次， 它是我们强化主流媒体责任与担当的重要
体现；第三，它高度契合湖南卫视这个平台的定
位。”吕焕斌说，《人民的名义》品质很高，体现了
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从严治党的决心和信心。
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启蒙， 极具教育意义和
现实意义。

剧里剧外，正能量不断增长、充盈
最近网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多亏《人民的名

义》火了，否则我们年轻人还要继续被误解。
这句话， 是年轻网友们在回应导演李路之

前谈到的一个观点。
李路说：“年轻人喜欢这部剧， 非常之重

要。”
就连《人民的名义》总编剧、总制片人高亚

麟也对“吸引到年轻人”感到很意外：“说实话，
我们很担心90后会不会爱看，因为没有任何‘小
鲜肉’。 没想到年轻人喜欢这种现实主义题材。
事实证明，无论90后、80后，好的东西依然是观
众追寻的主流。”

对此， 不少年轻网友回复：“96后带着爸爸
妈妈爷爷姥姥在看剧”“97后一直在追剧”“00后
正在追这部剧”……

有网友说：“即使知道结果，我还是要追，剧
中演员们演得实在太精彩了。”

以老戏骨侯勇为例，他扮演的项目处处长赵
德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仅仅两集，观众
就被他精湛的演技所吸引。“赵处长这个角色从
最初淡定、后来暴怒再到崩溃，层次感特别强。”

“尤其是在冰箱旁崩溃的那一段， 眼角眉梢都是
戏，绝了。”“什么叫教科书般的演技？看看侯勇就
知道了。尤其是那场哭戏，除了表情变化之外，还
有发红的脸庞、颤抖的嘴唇，甚至额头上都有一
层汗。年轻演员多多揣摩学习。”

李路透露， 演员们一门心思琢磨怎么把戏
演好，剧中的“达康书记”就为自己加了不少戏。
为了演活李达康这个角色， 吴刚提前3天进剧
组，跟造型师、导演商量这个人物的外形，就连

“达康书记”总是拿个水杯喝水的细节，也是吴
刚精心设计的。对于人物的台词，他也加入了自
己的想法。 吴刚说， 表演时尽量把这些台词捋
顺，生活化地说出来。

关于剧中演员片酬的相关话题， 也引发网
民热议。

据业内人士透露，这部集结陆毅、张丰毅、
吴刚、许亚军、张凯丽、张志坚、柯蓝、胡静等近
40位一线演员的电视剧， 所有演员的总片酬只
有4800万元。

剧里，传递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剧外，更是
不断增长、充盈的正能量。

年龄不是问题。当真正有故事，表演、艺术
性等方面都在平均水准之上的作品出现时，获
得认同真的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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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康衡）作为进一步深化湘台经贸合作的
举措，今年我省将在长沙设立全省首批“海
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和“海峡两岸青年就
业创业示范点”。 记者今天从省台办获悉，
截至今年2月，我省历年累计使用台资74.46
亿美元。

数据显示，2016年在湘台资企业全年
完成加工贸易出口额22.62亿美元， 占全省
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31.36%， 比上年提
高11.8个百分点。

去年以来我省新批台资项目中， 近六
成为企业再投资项目。省台办主任冯波说，
除了劳动力供给相对稳定等投资要素成本
因素外，湖南“一带一部”发展定位所带来

的潜在巨大商机，以高铁、动车为代表的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区位优势， 湖南
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所带来的良
好预期等， 是吸引台商继续在湖南投资的
重要原因。此外，区域中心城市基础设施逐
步完善，生产型服务条件转好，承接产业转
移的软实力有所增强，这些因素，使越来越
多的台商将湖南作为产业转移的首选地。
根据台湾电电公会发布2016年大陆地区投
资环境与风险调查综合排名显示， 长沙市
综合实力排名较上年度大幅上升15位，表
明台商对长沙关注度明显提高。

目前我省14个市州均有台资企业。台
资在湘投资领域涉及农业、制造业、商业、
旅游、物流、房地产等50多个领域。近年来，

台资企业在我省投资领域也逐步发生变
化，逐步由来料加工制造、制鞋制衣等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电子信息、高端制造、现代物
流、生态农业等技术资本密集型、资源节约
与环境友好型产业转变。

一些台资企业逐步向产业集群发展。
目前，长沙市形成了以旺旺、罗莎、德克士
等为代表的食品加工及服务业集群， 衡阳
市形成了以富士康、 得意电子等为代表的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郴州市形成了以高斯
贝尔、台达电子、骏峰电子等为代表的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 永州市引进台资企业纷纷
落户蓝宁道新（蓝山、宁远、道县、新田），形
成承接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轻纺鞋帽产业
集群的加工贸易走廊。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贺小花)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获悉，由
省人社厅、 省教育厅、 团省委联合主办的
“就业去哪儿”第二季大型校园公益活动将
于4月12日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拉开帷幕。

本次大型公益活动将走进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
学等湖南省内26所高校， 目前已收到三一
集团、远大集团、楚天科技等300余家省内
外知名实力企业报名， 预计提供机械、财

务、管理、教育、营销等4万余个应届生就业
岗位。

本次活动还新增“求职加油站”服务，
免费向广大毕业生提供毕业生档案管理、
就业创业指导、就业创业政策解答等服务。
为方便广大用人单位及毕业生朋友了解活
动的相关情况， 本次活动所有信息将通过
活动官网湖南人才网(www.hnrcsc.com� )、
活动官方微信(hnrc96560)进行同步发布。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龙敏）近日，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提请
抗诉的林某某等13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一案被改判， 被告人林某某等13人的量刑档
次均由5年以下改为5年以上。

被告人林某某等人作为传销组织中国明
明商华南片区的负责人，以领取高“月金”的方
式， 诱骗群众通过缴纳4010元会费加入中国
明明商成为“环民”。“环民”通过每月完成发展
下线几何倍增目标领取“月金”。2013年11月
至2015年4月案发，林某某等人共在华南片区
深圳、湖南、湖北等九省、市发展下线5012人，
收取会费共计2000余万元。

法院一审判决林某某等13人犯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 在五年以下量刑档次量刑。经
审查， 苏仙区检察院认为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两高一部”出台的《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中“情节严重”的规定，“组
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
上的”、“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
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的”
均应认定为情节严重。该案涉及华南9省、市，
发展下线人数达5000余人，且多为老人，金额
达2000余万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符合
《意见》关于“情节严重”的规定，其法定刑应在
5年以上，且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向法庭出示
了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该案情节严重，一审
法院未予采纳。

一审判决后，苏仙区人民检察院以一审法
院适用法律错误提请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最终采
纳了公诉人的意见， 对13名被告人依法改判，
均在法定刑5年以上进行量刑。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李传新）针对
网上和微信视频流传的“面条洗出胶不能吃”
的谣言，湖南省食药监局今天郑重提示广大消
费者，请勿信谣传谣。所谓的“胶”其实就是面
筋。面筋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营养丰富。

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理事长杨
代明认为，南方以米饭为主食，一些人对面粉
成分缺乏了解，不知道面筋是什么东西，甚至
有人误以为是“胶”。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主任委员钟凯
博士、河南工业大学陆啟玉教授、国家粮食局
科学研究院谭斌研究员等专家指出，小麦面粉
及小麦面粉制品如面条、面片、饺子皮等，在用
水洗时，淀粉和水溶性成分就会离开，剩下具

有黏性、 延伸性且不溶于水的东西就是面筋。
小麦面粉等级越高，要求的面筋含量也越高。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中国农业科
学院魏益民教授强调， 小麦面粉通过和面、醒
面、压延、切面、干燥、切割、包装等工艺过程，
制成挂面后，面粉的组成成分一般没有发生变
化，面筋依然存在。一般来说，挂面中的湿面筋
含量越高，应该是质量越好。

专家们还指出，面筋是面条的骨架。如果
面条中面筋蛋白含量太低，面条的韧性、弹性
不足，加工时容易断裂，煮的时候容易混汤。有
时，吃面条感到不够筋道，就是因为面筋不够。
但如果面筋蛋白含量过多， 面条韧性过强，不
容易煮透，也会导致口感不好。

被誉为“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

《人民的名义》缘何受年轻人热捧

我省累计使用台资逾70亿美元
台商对省会长沙关注度大幅上升

涉及9省市、发展下线5000余人
13名被告人犯组织领导传销罪轻判被抗诉

“就业去哪儿”第二季明天启动
300多家企业将提供4万余个应届生就业岗位

湖南省食药监局和食品安全专家郑重提示———
“面条含胶”是谣言

春天的大道
4月10日， 中南大

学铁道校区， 道路两旁
硕大的梧桐树长满绿叶，
将道路装扮一新， 犹如
通往春天的大道。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 � � � � �荨荨（上接1版）
干以胜对我省提案审查和提案公开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修订提案审查细则和
制定推进提案公开意见意义重大，要妥善处理
好提案质量与提案者参政议政积极性、 详与
略、一般与特殊、纵与横的关系，吸收归纳座谈
会上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对两个文件进行修
改完善。

杨维刚对全国政协长期以来给予湖南政
协提案工作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 他表示，要
以此为契机，以“互联网+大数据”为技术支
撑，充分利用湖南政协云，提高委员提案接收
转化和管理水平，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
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

调研组一行还将前往常德市、长沙市就修

改提案审查细则和推进提案公开工作的意见
广泛听取基层政协的意见建议。

《人民的名义》 剧照。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