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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商”好嗑，还在于两人之
间点到即止的含蓄。

虽然也有少商大胆表白，
“我以后会使劲对你好，好到你
觉得烦为止”，但她下意识抬手
擦掉凌不疑下巴上的酒，凌不疑
手里的雨伞往她那边偏过了头，
更戳人。

就连接吻，他们都是蜻蜓点
水似的。

像 是 古 人 讲 求“ 发 乎 情 ，
止 乎 礼 ”，又 像 是 百 转 千 回 尽
在不言中。比起直白的情绪释
放，内敛的欲说还休带来更多
遐想的可能，一切心绪变得隐
约 朦 胧 ，变 得 充 盈 饱 满 ，余 下
悠长韵味。

凌不疑说要教少商认穴位，
一手慢慢撩开她的长发，一手摸
到她腰后，轻盈又用力地一按，似
是要把对方拉得更近一点，“这
里，便是命门”。看到这里，你能不
心动？！

箭簇拔出，程少商如劫后余
生般松了一口气。“凌将军，疼
吗？”凌不疑疼得青筋暴起满身
汗水，但他缓缓睁开眼，声音沙
哑：“你手疼吗？”

暗黑的房屋，燃烧的火堆，
凌乱静谧中流淌着万千情绪，什
么都没有发生，但又仿佛什么都
泄露了。

想夸一下两个演员这段戏。
赵露思的眼神始终是直白

单纯的，只有担心再无其他，皆
因此时的程少商还未对凌不疑
产生任何情愫，当她走到门口却
犹豫着要不要回头，内心已经地
动山摇。

至于吴磊，真的忍不住想
问，他的眼神为什么永远在拉丝
啊！

很难把“疑商”和吴磊、赵
露思割裂开来，这大概就是演
员与角色相互成就吧。剧本围
读三个月，正式拍摄五个月，这
段时间里他们把自己变成了凌
不疑和程少商。

也许，cp感也来源于演员之
间的默契，以及他们在表演时给
予彼此的安全感吧。 （谈资）

@陌川_MC
真的推荐有闲暇的伙伴看看《星

汉灿烂》。吴磊是近年我看过的电视
剧中最喜欢的演员，没有之一。

有些人认为，他外貌有瑕疵，长
得不完美。但这反而是我最喜欢的一
点，有个人特色，不是千篇一律的网
红脸，非常有识别度。

有一句说一句，近年我不爱看电
视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男性角色长
得都差不多。全都是一样的五官，而
且不管演什么角色都像他自己。看着
看着，换身衣服我就脸盲了：“这谁？
男一还是男二？不不，他是男三？”那
种崩溃的感觉你们能明白吗？

但是看吴磊的片子，不存在这种
烦恼。不仅如此，他的面部表情也更
加丰富，比如今的很多僵尸脸流量小
生强多了。

《星汉灿烂》给我印象最深的一
场戏是他中箭后，女主帮他把箭头拔
出来。

这场戏中，他面部几乎每一块肌
肉都隐忍着爆发的张力，青筋暴起，
眼眸格外的亮，几乎极尽所能把握到
了每一处细节。

此外，在很多戏分中，他对“隐而
不发”的隐忍也把控得特别到位。绷
紧的下颌及眼周肌肉，唇角扬起的弧
度有恰到好处的力量感，瞳孔很亮，
眸光中传递出内心的愤怒及不甘，却
又用面部冷漠的神情掩盖起来……

这并不是说，他的演技已经炉火
纯青、没有任何瑕疵，但至少跟其他
很多同类演员相比，能让我觉得眼前
一亮。

@白日梦要晚上做
连我男朋友根本没看过一集《星

汉灿烂》，只看了点映都说很配。莫非
这就是真爱？

@安和_Y
《星汉灿烂》惊艳了我整个暑假。

@蘑东蘑西
赵露思演那种少女的恋爱戏真

的没几个女演员能比得过她，真是又
甜又涩。她应该多拍点偶像剧“造福”
观众。

@今天也要积极努力冲冲冲
有没有可靠的制片人把这两个

人拉去三搭？给个好本子就行，绝对
不会让你失望的！

@黄小僮
既心痛又喜欢，真的是我看过的

最好看的古偶剧！我真的真的已“吴
露可逃”！

@大朋友和小朋友
赵露思演得真好，别看年轻，演

技和台词真的吊打很多成名许久的
女明星。

吴磊也非常厉害，这几年肉眼可
见的进步，无论是台词还是表情、身
形，都可以去挑战正剧了。

费振翔是个好导演，很会讲故
事，细腻有层次又不拖沓，精准表达
出不同角色的可爱、聪慧、坚忍、狡
黠、憨直、忠善，即使是配角，也都有
完整的角色表达，而非如一般古偶
剧那样，将配角操作为推动主线的
工具人。

总体很好，是今年看过的最好看
的古装剧。

@我是肥妈啊
《星汉灿烂》是目前我看过的最

好看的古偶剧。太喜欢赵露思和吴磊
这两位年轻演员了，估计换了别人我
真不一定看得下去。吴磊和赵露思真
的太般配太养眼了，两个人都那么坦
荡、默契和敬业。

我心目中的少年将军就是凌不
疑，不是一脸稚气挂套盔甲，也不是
大叔强行出演，他击中我的地方是真
的带着少年感的男人！男人！完全不
是弟弟！

赵露思什么表情都不崩，做鬼
脸，扮丑，大哭，在这些表情面前她都
能很自然顺滑地完成任务，不会让人
觉得不适和尴尬。

而且她一口整齐不是烤瓷牙的
牙齿真好看！

@土豆和豇豆
我真的好喜欢赵露思，我在她身

上找不到一个死角，乌黑的头发，圆
润饱满的面庞，洁白整齐的牙齿，明
媚灿烂的笑容，眼角没有一丝皱纹，
表情灵动自然，脸上没有妆感。

青春美好的少女时代！

他
们
好
配

看了《星汉灿烂》，谁不想说一句：
《《星汉灿烂星汉灿烂》》播得磨磨蹭蹭播得磨磨蹭蹭，，疑商夫妇的爱情故事终于疑商夫妇的爱情故事终于

迎来喜人进展迎来喜人进展。。
凌不疑挨板子凌不疑挨板子，，程少商摸着他的脸哭唧唧程少商摸着他的脸哭唧唧：“：“不要再为不要再为

我发疯了好不好我发疯了好不好？”？”死死抱着他表白死死抱着他表白，“，“其实我早就爱上你其实我早就爱上你
了了。”。”

凌不疑还发不发疯不重要凌不疑还发不发疯不重要，，反正我已经疯了反正我已经疯了，，嗑疯的嗑疯的。。
小女娘放心不下小女娘放心不下，，夜里又裹上厚被子带着汤药偷偷溜夜里又裹上厚被子带着汤药偷偷溜

去看她的郎婿……去看她的郎婿……
真的真的，，看到这里看到这里，，我必须单方面宣布我必须单方面宣布：：疑商夫妇是今疑商夫妇是今

年最好嗑的年最好嗑的cpcp（（网络用语网络用语，，是观众给自己喜爱的荧屏情侣是观众给自己喜爱的荧屏情侣
的称号的称号），），这这，，不会有人反对吧不会有人反对吧？？

cp感向来是玄学。如果有，两
个人光是站那儿就自动形成磁
场；要是没有，再怎么硬拗也是

“认识但不熟”。
吴磊、赵露思属于前者。
背负血海深仇的冷酷少年将

军，遇上机灵倔强的从小被抛弃
的少女，两个身处黑暗的人慢慢
靠近，在一次次共赴生死后实现
救赎与成长。

按说这种配置一抓一大把，
但架不住演员太贴角色，硬是擦
出不一样的火花。“疑商”一出现，
深刻体会到真·少男少女演古偶
剧（古装偶像剧）的美好。

吴磊，1999年出生，演21岁的
将军再合适不过；赵露思，1998年
出生，脸上胶原蛋白充足，声线奶
乎乎，演15岁及笄少女不会太出
戏，还有弹幕问赵露思是不是没
成年。

年轻人演少年夫妻，绝不会
产生黄瓜刷绿漆的尴尬。他们牵

手在城楼上奔跑，站在城墙边看
漫天星河、万家灯火，嘴里说着

“我眼中最亮的那颗星便是你”这
种略微矫情的台词，也满是让人
心动的、热烈的初恋感。

年龄感这点上，“疑商”赢面太
大了。俊男靓女站在一起怎么都是
赏心悦目的，而吴磊赵露思的外形
气质又恰好和“疑商”很契合。

吴磊脸上的婴儿肥早已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高折叠度骨相，
棱角分明带来具有攻击性的帅
气，搭配优越的身高、身材，面无
表情眼神冰冷，薄唇加高冷感，活
脱脱无情将军凌不疑。

赵露思则相反，不是骨相
美女，整张脸到处都圆圆的像
雪媚娘。线条柔和、面中饱满，
脸颊肉嘟嘟仿佛一戳就会流出
奶油夹心。就是说，可爱小女娘
程少商，真的很想让人给她当
妈啊。顶着这张脸，就算不好好
念书、偷听墙角、耍小聪明，也

只想原谅她。
他们都不是绝世美颜，但锐

利与钝感碰撞，冷峻和甜软融合，
消解了独自美丽，像两块拼图凑
一块儿，不同但合适。

不是故意拉踩余承恩，他是
清秀小奶狗那一挂的，和赵露思
是“同类”。所以楼垚和少商在一
起，就是俩小朋友早恋，养眼但张
力不足。

而吴磊和赵露思不仅可以互
补，更可以把对方的特质放大。凌
不疑一手拦腰抱起程少商，程少
商马上化身人形挂件。哄人的时
候，凌不疑没有温度的眼神变得
柔和，他低头她抬眼，视线高差很
微妙。

最终的效果就是，man的更
man，软的更软。身高体型差这些
东西说出来土，但就是能制造粉
红泡泡。

说一句吴磊赵露思天选“疑
商”，不过分吧？

“疑商”的人设实在算不上新
鲜，妙就妙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羁
绊把戏剧色彩拉满，cp感也随之
蔓延。

孑然一身的凌不疑，原本只
想复仇，但灯会那天命运般的一
眼，程少商就此闯入他的世界，

“一眼万年，不过如此”。
这 场 始 于 一 见 钟 情 的 爱

情，最开始只有凌不疑一人在
打直球。

少商遇险，他营救。
少商说谎，他圆谎。
少商做局，他帮忙。
少商害怕，他提供坚实的

胸膛！
……
冷若冰霜十一郎，唯独对少

商破例。但大仇未报，他无法表白
心意，只能毫无保留地、大胆又克
制地喜欢少商。

面对这样的凌不疑，程少商
动摇过，但又一次次后退。

独立机灵、天真果敢如她，却
因为从小被抛弃，打心底想要的
是一份确定的喜欢，而凌不疑从
未宣之于口。

后来凌不疑真的求娶，所有
人甚至连她自己都觉得不配。但
凌不疑不为所动，说“她是天底下

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
是的，从见到程少商第一

眼，凌不疑就给了不被爱的她全
部偏爱。

他们明明不是剑与剑鞘那
样天生契合，却最懂彼此。

“疑商”的宿命感之浓烈，他
们是彼此人生里的意外，是挣扎
过针锋相对过但还是情难自禁的
结果，是把对方拉出黑暗一起站
在阳光下的救赎。

他们不合适又最合适。命运
的齿轮转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
身不由己，但偏偏两个人，都在
拼命把死局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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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看了！
我已“吴露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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