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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都知道》：夢回十年，珍惜當下
由鐘澍佳執導，唐嫣、竇驍、
楊 爍 、 呂一、藍盈瑩、周奇奇等主
演的都市情感劇《時間都知道》即將
於 12 月 22 日在東南衛視播出。該劇
講述了一次意外讓 31 歲的時簡長睡
不醒，夢境中的時簡回到了大學時代
，重遇未來的丈夫葉珈成的故事。
雖然是以愛情為題材，該劇卻以
比較平民的方式詮釋一個普通女孩的
生活以及經歷。但是，在告訴我們：
在這個世界上什麼才是最珍貴東西，
什麼才是值得珍惜的感情，在這個物
欲縱橫的現實生活裏，我們需要找一
份如何取舍自己的價格觀點以及人生
觀，或許，有些東西一時可以讓我們
到達物質的富有，卻違背了初心的富
足。有一份美好永恒不變的初心，堅
持最初的夢想，是多少難得的事。又
有多少人，因為現實違背了最初的那
個夢想，更何況一份分離四年的真摯
感情。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通過實踐
去證明，因為有些東西是無法改變，
如果想要急於求成，很難想到到達妳
想要的境界。

劇中，親情，友情，以及愛情會
出現的社會問題從比較現實的角度充
分展現。雖然，飛機的失事，作為女
主角的時簡回到了十年前的生活，但
這不說明現實生活中的我們，想要將
遺憾以及空白的那一部分，重新回到

另外一個生活的水平翻轉，去感受另
外一個版本的生活。整個故事以穿越
的方式從現在回到了過去，從親情、
愛情、友情、事業的角度去展現了一
個不一樣的版本，貼近生活的版本的
故事。這部劇情給與我們展現的四個

《若有寒冬遇暖陽》開機
打造高能愛情網劇
由景天影視（福建）有限公司、
海口一佰分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海南茗場面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
合出品，陳啟彤、劉禹辰、郭茗苑擔
任出品人，杜芳芳擔任總制片人，陳
啟彤擔任制片人，導演葉靜、武然合
力打造，黃琦馨編劇，張猛擔攝影師
指導，鈺倫任美術指導，肖然心、王
關彭、陳雅鈺、厲家兵、胡彩虹、白
紅標、李會長等主演的愛情網劇《若
有寒冬遇暖陽》在廈門舉行開機儀式
，為寒冷冬日帶來一絲愛的暖意。
非典型霸道總裁愛情故事
導演展現獨特文藝風格
《若有寒冬遇暖陽》改編自同名
漫畫 IP，獲得眾多粉絲以及網友們的
期待。該劇講述女主角吳薇薇得知母
親含恨自殺的真相後，決定回國替母
親討回公道，並因此結識豪門葉家之
子葉寂涼，兩人強強合作一步步揭發
惡毒繼母、扳倒渣男生父， 為母親洗
清冤情。最後吳薇薇在和葉寂涼的相
處中互生情愫，接受了他的真情告白
的故事。
看似是一個灰姑娘艱難認父的故事
，實際上是一個暗黑灰姑娘的復仇 之
路。融合了“白月光竟是我自己”
“復仇虐渣”“N 大佬”“反甜寵”
“打 臉升級流”等熱門元素，傾力打
造反轉不斷的高能網劇。從愛情入手
，在這個寒冷的冬季灑下一片愛的暖
陽，用真善美的愛情啟發我們內心對
愛的向往和期待，正能量滿滿。

演員淮文《一雙繡花鞋》開播 怨府之中怪象環生

偵探喬恒破解謎團

《若有寒冬遇暖陽》劇情一波三
折
陳啟彤與好姐妹杜芳芳聯合制作引期
待
據了解，陳啟彤此次作為該劇出
品人與好友總制片人杜芳芳一起聯手
制作該劇，獲得了行業內人士的認可
，紛紛表示非常看好並且期待該劇帶
給大家驚喜。
《若有寒冬遇暖陽》一反傳統
“霸道總裁愛上我”的言情故事劇情
，讓女主挑起“蘇爽”大旗，既有舞
蹈炫技、家庭內鬥，又有契約愛情變
甜美真愛的驚天反轉……出場人物眾
多，個性鮮明，讓人幾乎猜不準下一
個劇情是什麼，一波三折的劇情拉滿
看點，非常值得期待。
驚喜連連高能愛情網劇
金牌團隊保駕護航
傾情制作的高能精彩愛情網劇，離
不開從導演到演員的金牌團隊保駕護航。
在短劇《若有寒冬遇暖陽》飾演男主角的
王關彭俊朗沈穩、演技紮實，代表作有
《女特警》、《人偶師》、《站在妳的角
度看我》。女主角肖心然不僅有甜美外表
，更有十八般才藝，代表作有《危險良人
》、《顧小姐的100次告白》、《念念無
明》。科班出身的厲家兵，有代表作《東
遊記》、《奔向延安》等。更有《神雕俠
侶》、《傳聞中的陳芊芊》戲骨胡彩虹；
參演《雪豹》、主演《遠大前程· 雙龍會
》的白紅標；有代表作《東北夜市英雄傳
》、《大話神捕》的李會長；眾多實力演
員的加盟非常值得持續關註。

情節裏：時簡與葉珈成的相遇，閨蜜
友情，媽媽生病，工作。相互交織構
造，交織在一起。如果不是從未來回
歸到 10 年前，沒有人會相信，那些
未蔔先知的事，很多的事情為了改變
事件的結局。因為提前知道結局的緣

故，才會知道怎麼樣如何改變故事結
局，而那些因為愛因現實無力放棄，
那些明明相愛卻不能愛最終輸給了現
實。而那些有情人終成眷屬的那些人
，或許，會更貪心想要更早一點相遇
。失去的唯一親人，可以通過時光倒
流想盡一切辦法卻幫忙媽媽接受治療
，那些曾經的經過的事情，可以換一
個版本繼續。
《時間都知道》看似講述了一個
“夢回十年”的愛情故事，但該劇
講的是如何珍惜和把握手裏已經擁
有的東西。“珍惜當下”是該劇帶
給觀眾們的啟迪，女主角時簡遇到
了十年前的“老公”葉珈成，但那
時候的葉珈成並不完美，他們需要
一起經歷一個成長 階 段 ， 一 切 都 從
不完美、不完整向成 熟 、 完 善 轉
變。該劇貼合了社會主流價值觀
，以細膩情懷描摹角色情感，以
現實筆觸繪制出一幅展露人生百態
的都市浮世繪，極具現實與時代意
義。

最近幾年，隨著短劇市場的
蓬勃發展，有越來越多精品短劇
陸續播出。由演員淮文主演的民
國懸疑探案恐怖短劇《一雙繡花
鞋》已經於 12 月 19 日起在優酷
視頻上線。該劇講述了在一個塵
封已久的民國小鎮，因為一雙繡
花鞋引起了一場風波。隨著案件
層出不窮的發生，淮文飾演的偵
探喬恒來到小鎮尋找真相。恐怖
離奇的事件接連發生，還牽扯出
更多死亡案件。不信邪，更不信
命。虛實之間，唯有自己才能探
求真相。

在今年播出的懸疑題材劇集
並不多，《一雙繡花鞋》的播出
正是為熱愛此類題材的觀眾提供
了一個很好的體驗。聽到這個劇
名，心中就已經有了又怕又想看
的感覺，令人感興趣的題材和故
事，短小精彩的離奇故事，演員
之間的化學反應，都是這部劇被
不少觀眾期待的原因。
一個演員最幸運的事就是能
夠體驗不同人生，讓更多人記住
角色。淮文在剛剛熱播的電視劇
《風吹半夏》中飾演了女主許半
夏的左膀右臂賈長安，隨著電視

劇的播出，淮文的角色也深受大
家喜愛，越來越多的人通過這部
劇認識到這位演員。此次又無縫
銜接播出了《一雙繡花鞋》的男
一號喬恒，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淮文海參演過《慶余
年》、《飛鳥集》、《贏天下》
等眾多影視作品，合作很多優秀
的演員，演繹了不同的角色人生
。據悉，他參演的電視劇《鳴龍
少年》、《梅花紅桃》、《溫暖
的甜蜜的》也在緊密制作中，可
以期待一下演員淮文的更多角色
～

李昀銳《一不小心喵上妳》開播
變身貓咖老板上演甜蜜愛戀
由邢昭林、胡冰卿
、李昀銳等主演的都市
情感劇《一不小心喵上
妳》12 月 20 日在騰訊視
頻、愛奇藝雙平臺開播
。李昀銳在劇中飾演的
張昊一角，是個愛擼貓
、懂咖啡、體育技能拉
滿的貓咖店老板。據悉
，該角色與李昀銳相同
皆有運動員經歷，有著
很高的適配度，一經官
宣就備受網友期待。
該劇主要講述了元氣
運動少女周天因舊傷復發
，被迫中止運動員生涯，
誤打誤撞進入傳媒公司工
作，與紀宸因為意外交集
開啟了“雲養貓”模式，
展開了一段寵物奇緣的故
事。李昀銳飾演的張昊一
角在劇中與胡冰卿所飾演
的女主周天是令人羨慕的
青梅竹馬，但無奈愛而不

得，卻在種種因緣
際會下逐漸愛上由
胡嘉欣飾演的紀年
。這是繼《星漢燦
爛》之後兩人的第
二次合作，讓人不
由得好奇，從古裝
劇穿越到現代劇後
，二人將上演怎樣
的“貓咖”戀愛？
在劇中李昀銳
飾演的張昊 是 貓 咖
店老板，待人親
和，溫柔謙遜，同時他
還 有 著 另 一 層 身份，一
名戰績斐然的越野跑運
動員。而在生活中，李
昀銳也是運動行家，多
項運動都能輕松玩轉，同
時他還是國家二級籃球運
動員，也曾在《超新星運
動會》跳高比賽上一跳成
名，“跳高大魔王”這一
美稱由此而來。

作為一名演藝新人，
李昀銳也在不斷挑戰不同
類型的角色，希望能在不
斷在作品中磨礪自己的演
技，為觀眾和粉絲呈現一
部接一部的精彩作品。據
悉，李昀銳新劇《神隱》
不久前在橫店開機，此次
二次搭檔趙露絲，更是引
發了不少網友的期待，
希望“袁輔導”留下的

意難平能在此劇中彌補
。待播作品還有與倪妮
、 白 宇 合 作 的 電視劇
《西出玉門》，與周也王
星越合作的《為有暗香來
》，這兩部劇現均已拍攝
完成，每一部都十分令人
期待。此次有貓有店有能
力的理想型男友張昊會給
我們帶來怎樣的驚喜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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