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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访谈
电视剧《流金岁月》跨年热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过
短短的三天元旦假期，剧中的销售部经理杨柯便迅速凭借
其超强的人格魅力脱颖而出，成为观众的“新墙草”，与此同
时也有眼尖的观众惊讶表示，杨柯的演员王骁也同时也在
另一部热播剧《巡回检察组》中贡献着出色表演，只是在这
部剧里，他饰演的沈广顺却性格暴躁憋屈、人生落魄苦楚。
一边是思想通透金句不断的“职场 BBKing”，精英浪子范儿
十足，另一边是妻离子散、为守护母亲妻子而隐藏秘密甚至
不惜自虐咬舌的中年失意男，两个角色反差之大让观众们
连赞：
“实打实的剧抛脸”
、
“王骁这个演员，
有点东西！
”

“剧抛脸
剧抛脸”
”王骁
王骁：
：
不会因老演配角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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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骁：
演绎“神仙上司”光速圈粉
杨柯：
人格魅力不靠颜值”

2021 新年伊始，不少正在追《流金岁月》
的观众频频在社交平台感慨——
“想要杨柯这
样的上司”。角色的有趣人设和演员的精彩演
技相互加分，令销售部经理杨柯展现出了格外
迷人的魅力。在业务上他雷厉风行、慧眼识
珠，同时提携后辈也不吝惜资源共享，而作为
以卖房赚钱为终极目标的销售精英，他对待职
场和人生的态度清醒又通透，一系列金句频频
输出：
“ 有时候十几块钱的膏药比几十万的手
表好使”、
“ 人嘛这辈子总得得罪一些人，能补
《流金岁月》友情主题动人
救的尽量补救，补救不了的就真诚地说声对不
王骁谈和倪妮对手戏感触深
起”、
“ 没有要求的员工我是不会要的，整天无
欲无求的我拿什么激励你”
。
回顾《流金岁月》的拍摄，王骁感慨这部
有网友评价称：杨柯的魅力甚至可以让人
剧特别好的一个意义是它关于朋友的主题。
忽略颜值，而要演好这样的角色其实很难，演 “它不完全是说年轻人的创业，而是朋友间那
过了会油腻，演得不够又没有说服力。如何拿
种无私地支撑，我觉得这个作品在朋友这个
捏这个角色的尺度，王骁给了一个幽默而到位
话题上还是挺有力量的。”剧中，杨柯先后当
的回复：
“这是一种感觉的事儿，我真的无法形
过倪妮和刘诗诗两人的“领导”，合作下来他
容，就像有人手里头掂一块肉，他就能知道是
也有着不凡的评价：
“两位女演员都是第一次
半斤还是八两，
但那是一种感觉。”
合作，很新鲜也很好，刘诗诗的蒋南孙有一种
对于杨柯这样的“神仙上司”，王骁也有着
安静的倔强，倪妮的朱锁锁是一种自由的灵
自己的理解：
“他强烈地护犊子，虽然有小聪明
动。”作为朱锁锁职业道路上的“领路人”，王
但取财有道”、
“ 这一类的上司首先有激情、有
骁也分享了《流金岁月》里让他印象最深的一
干劲儿、有实力，作为下属跟着这样的上司工
场戏。
“ 其实是特别小的一场戏，杨柯对朱锁
作就会被带动情绪。而且在他身上你经常能
锁的豪门生活说了一些嘱托，两人很简单的
学到很多实用的招数。”剧中杨柯作为职场
几句话之后互相看了一眼，但是眼中都有一
“BBKing”金句频出，戏外王骁也有着自己的
种不舍，因为朱锁锁那时候要离开杨柯了，有
职场观点：
“再优秀的上司都会有人吐槽的，碰
一种相互间请君多珍重的潜台词吧，江湖再
到问题不要先急着吐槽你的上司，先看看问题
见，而实际生活里那时候我们也快结束拍摄
的关键是不是在于自己，还有站在哪个角度去
了，正好把这种情绪带入在两个人的这段对
看问题。”
话中，
挺有感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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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检察组》沈广顺“一惨到底”
王骁还没出工就憋得慌

王骁在另一部剧《巡回检察组》中
饰演的“暴躁老哥”沈广顺则与杨柯完
全不同，生活失意，背负秘密，日常以
“暴躁脸”示人。沈广顺在咬舌前抱着
母亲喊“妈妈，妈妈”的片段也一度感
染了观众“看不得这种场面”
“ 沈广顺
这几声妈妈，把我喊哭了”。有追剧网
友说：
“ 看到沈广顺这张脸就憋得难
受”。其实不光观众看剧替他憋屈，连
王骁自己都连喊“憋得慌”——
“我每
天在现场，甚至于没出工的时候就开
始憋得慌”。王骁回忆起人生痛苦的
沈广顺连语气都有些不一样，
“这个角
色没有出口，从头到尾都这样，只有在

康普搬家
搬家搬场 单位搬迁 长途搬运

喝多了的时候可能稍微麻痹一会儿，
他太惨了，确实很惨，其实我迫不及待
地想抽离这个角色，因为很痛苦，所以
很快就抽离了，大概一顿饭的时间。”
死咬秘密不能说的沈广顺非常容
易暴躁，拍桌子、拍砖头、抡铁棍，王骁
对他的暴躁格外理解：
“谣言、秘密、伤
害、家人的离去等等很多原因，致使他
一点就着，所以大家看的时候虽然觉
得他暴躁，也不会觉得他无理”。而广
顺抡铁棍也成了让王骁印象很深的一
场戏，
“ 剧组给我准备了一个特别沉、
40 米长的大铁棍，我抡着它飞奔。那
个过程中我给自己设定的是大圣孙悟
空，包括最后拿着棍子戳在地上站在
那儿的时候，我的心理支撑就是悟空，
我觉得那是大闹天宫的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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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给父母们演戏
直言角色和演员有引力

2020 年王骁带着《三生三世枕上
书》、
《三叉戟》、
《巡回检察组》和《流金
岁月》四部作品陆续和观众们见了面，
每部作品的角色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展
现。王骁分享说：
“ 演员可能很多时候
是角色找到了你，不是你去找角色，但
那也是互相有一种引力吧。”而谈及一
直在演配角会不会遗憾，王骁很认真地
回答说：
“ 我只对曾经没有拿到的角色
会有些小遗憾，但最多也就是几天吧，
在今天此刻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也不会
因为是配角而去遗憾，但会去向往更好
的角色。”
《巡回检察组》和《流金岁月》同时

通下水，修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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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也让王骁收到了不少评价，他看待
评价的视角也很独特真诚：
“ 戏播出以
后我发现身边人的朋友啊、家人啊，很
多父母们都很爱看，包括我自己的父
母。我发现父母这个群体，我真的很乐
意去为他们演戏，让他们好好看。因为
父母这个群体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是一
个非常忠实的观众群体。”
生活中的王骁，遇到喜欢的美食和
音乐，也会分享到社交平台上。
“音乐上
没有什么特定的，从青少年时期一路也
从暴躁的摇滚走过来的，但慢慢接受的
东西越来越多，随着生活的变化还有心
智的成长啊，喜爱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宽
泛了，现在可以宽泛到交响乐到小号独
奏都有很多自己喜欢的。美食是不可
能有边界的，没有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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