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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唯一一部TVB自制古装剧《包青天再起风云》成首周收视成绩最差剧集

TVB古装剧：
从招牌变鸡肋
目前正在播出的TVB剧集《包青天
再起风云》，从7月22日开播就出师不
利，首周跨平台平均收视仅为21 . 9，成
为今年以来首周收视成绩最差的剧集。近
年TVB的自制古装剧数量大幅减少，
《包青天再起风云》是今年播出的唯一一
部自制古装剧。从“招牌”到“鸡肋”，
这些年，TVB古装剧到底经历了什么？

股“穿越剧”风潮；2004年的《金枝
欲孽》则首开“宫斗剧”先河，该剧
大结局在香港地区的收视率高达41
点，两年后登陆湖南卫视，也成为内
地的收视冠军。此时的TVB拥有领先
的工业水准和充足的经费，2004年的
《大唐双龙传》是首部在内地全实景
拍摄的 TVB 剧集。扎实的剧本和高质
量的制作，造就了 TVB 古装剧的黄金
时期。

曾经辉煌，开创先河

现状尴尬，后继乏人

1976年，TVB首次将金庸小说搬上
荧屏，由著名导演王天林拍摄了《书剑恩
仇录》。到了上世纪80年代，TVB武侠
剧佳作频出，1983版《射雕英雄传》、
1986版《倚天屠龙记》、1987版《书剑
恩仇录》等更是红到内地。
之后TVB的古装剧题材除了武侠剧
之外，还有改编自传统神话故事的《西游
记》《封神榜》、以真实历史人物为主角
的《洛神》《大太监》等。其中，古装喜
剧更成为TVB的一个招牌，最典型的莫
过于《皆大欢喜》。该剧将情景剧与古装
剧相结合，总共300多集，之后还拍摄了
时装版，成为TVB最成功的情景剧之
一。
到了21世纪初，2001年的《寻秦
记》和2003年的《九五至尊》开创了一

2009 年，佘诗曼和杨怡主演的
《宫心计》在香港地区取得最高50点
的收视佳绩，成为自1992年有正式收
视统计以来收视率最高的TVB古装
剧。但自此之后， TVB 古装剧无论数
量还是质量都开始走下坡路。 2009
年， TVB 共播出 6 部古装剧，而
2010 年就减半至 3 部。 2017 年，
TVB 播出了《财神驾到》和《味想天
开》两部古装喜剧； 2018 年播出了
《翻生武林》《天命》和合拍剧《宫心
计 2 深宫计》；今年则只有《包青天再
起风云》
。其中大部分均收视不佳。
近十年来，多位擅长拍古装剧的
TVB 监制，或离巢、或退休，造成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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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服务：158770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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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旧货回收

噪安新洲一线江景复式楼 13617733813
花鸟市场旁正街铺 18 年回本 13617733813
榕湖小学学区房 47m2 45 万 13617733813

高价回收店仓库存货等 15807733846

惠民助学

成考报名

10 个热门专业，
两年半毕业
总工会补贴学费，
国家承认学历
免费考前培训，
降分录取
入学率高，
管理灵活，
学习轻松
桂林职大 3859493 15907870997

生活服务
家政·清洁
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微笑清洁13647730685 、18174177611

细节粗糙，一成不变
近年内地古装剧的制作水准大幅提
升，但TVB仍是同一条古装街、同一个
鸡公碗、同一件衣服“穿越千年”。在
造型审美上，与内地合拍的《宫心计2
深宫计》，虽然所有服装都是全新定
制，但大红大绿的色调既不符合史实，
与内地古装剧流行的高级“冷淡风”也
有不少差距。在《包青天再起风云》
中，包拯的“烟熏妆”、胡定欣的“蜡
笔小欣眉”，都是槽点满满。
此外，TVB古装剧在细节上也是依
然不讲究，无论什么时代的皇帝必自称
“朕”、夫妻之间永远互称“相公”
“娘子”……《包青天再起风云》也被
揪出不少史实错误，比如曹永廉饰演的
公孙策称北宋都城为汴京，但当时的叫
法应该是“东京”。

噪正文每行 30 元(14 个字以内)，
标题每行 50 元(10 个字以内)
噪
《租转信息》
《招聘广场》 每格 1 . 2×4cm 80 元
、
噪生活服务类信息每行 20 元(标题计两行)
噪品牌推荐 文字版 每格 1 . 2×4cm 120 元
彩色版 每格 2 . 4×4cm 290 元

房产信息

招 生 培训

后人才青黄不接。在上世纪90年代拍
过一系列金庸作品的金牌监制李添胜于
2016年退休；《金枝欲孽》监制戚其
义在2013年离巢。拍过《杨贵妃》
《寻秦记》《大唐双龙传》的监制庄伟
建今年也告别TVB，《包青天再起风
云》就是他的离巢之作，但收视成绩不
佳。

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

咨询：2851488

补漏水电打孔抽粪

票

疏通
防水补漏
·补漏·安装

微信

陶姐白事 同号13005955440 空调移机 13152599266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卷闸门·电动门
手动电动门制作

胜利卷闸门厂维修 13977358532

空调拆装 13977362323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
疏通
疏通
·补漏
·抽粪
·安装

手动电动门制作 低疏
价通 大环卫车抽粪2932686

诚信卷闸门厂维修 15977338056
家电·家具维修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疏通 水管钻孔秀峰 3898628 象山 3812798

高压
空调移机 15994683893维修加氟
加管清洗 低价大车抽粪 疏通 2995942
海绵垫、布
沙发翻新皮沙发、
套、
维修 18007877699

七星 5861219 象山 3817569
低价疏通抽粪秀峰 3639223 北门 8994622

定做沙发

外墙补漏清洗装水管/单位卫
铁西 3811716 北门 2611991
互邦家政生、洗窗帘、疏通 18176363783 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布套、软硬包 低价疏通 七星 5818352 秀峰临桂 2832551

招 聘 广 场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招聘
因审判工作需要，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决定向社会公开招
聘合同制书记员 4 名、
合同制司法警察 1 名，
招聘详情请登录桂林
//gl.gxrc.com/)公告栏查阅。
人才网(http ：
报名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
至 2019 年 8 月 21 日止。
报名方式：
如实填写个人简历表发送到电
子邮箱：316762345@qq.com 。
咨询电话：0773-5800512

秀峰城管大队招聘启事

门面出租

位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溶江镇，交
瓦窑德天十字路口斜对面，桂阳
通便利，拥有铁路专用线和站台、
货场，叉、吊车设备齐全，现有 1 . 5 公路旁一楼 35 平米门面出租。
万平米库房、老生活区 100 亩、700
电话：13978376243 李
亩山林出租。
憎：
吴生 13878311117

临街大楼出租

品牌推荐

正宗棉纺厂В月饼厂价
招商/团购 13367530910

广西成人高考桂林报考中心
函授大专/本科 在职学历提升
文凭国家承认 [你放心] 学信网可查 教育部电子注册
学习时间地点 [你决定] 快乐学习
工作学习两不误
紧缺热门专业 [你任选] 名师汇集
获得证书有保障
地址：
市叠彩路 6 号机关大院桂林生活网憎 18378328563 赵老师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搬家·搬厂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搬厂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象山搬家 3822222 起重、
叉车出租
www.gxshenquan.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憎 0773-3810 291 吉庆搬家 3870707 损 坏 赔 偿
补漏大王鑫楼人136
绝不乱加钱
0773 8338
天漏地冒都不怕公众微信：bldw8338
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远达 5888889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搬厂起重空调液压升降车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补漏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 2868837 福达搬家南区 3820890 北区 2602277
搬厂 搬设备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防水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 2820386 富邦搬家 5636788洗地毯，外墙
大车 80 元起
大运搬家小车 60 元起 3635037

租 转 信 息
国储七三二仓储租赁

《天命》登上长城拍摄，《包青
天再起风云》远赴新疆吐鲁番取景，
虽然投入不小，但两部剧都未达到预
想的收视效果。此外，内地业务已经
成为TVB收入的重要来源，但由于内
地古装剧日益精良，TVB古装剧进入
内地市场的路并不好走：《宫心计2
深宫计》虽然播放量有33 . 4亿，但
豆瓣评分只有5 . 3分；去年优酷与
TVB签订了多部“全球同步剧”计
划，《天命》原本也在名单之内，后
来却遭到退片。
TVB开始改变策略，引进更多内
地古装剧，减少自制古装剧。从
2017年开始，TVB在周一至周五增
设了晚间7：00至7：30的内地古装
剧时段，相继播出了《那年花开月正
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内地
热播剧。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内地古
装剧登陆晚间8：30和9：30这两个
黄金时段，去年引进的新版《射雕英
雄传》和《延禧攻略》的收视成绩就
非常不错，《延禧攻略》更以38 . 8
的收视率成为TVB年度收视冠军。
据《羊城晚报》

[业务办理]

北门 2929051 七星 5868598
空调拆装 维修
回收15277307272 全市低价疏通瓦窑 3619398 秀峰 2881068
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
老兵空调 加氟清洗等 3966588 疏通厨厕马桶管道改道 2883818 开

环球冷气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 5838779

殡葬服务

编辑：2819488

减少自制，增加引进

旺铺出租

优质的服务

好日子搬家合理的收费2303860
门面出租 13978354268

搬厂起重
桂福搬家 5582230区内市县往来
“行业十佳”称号
半球搬家 获拆装空调
2606628
搬家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遗失声明
噪桂林市君武小校遗失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50311MB0060548J ，
声明作废。
噪桂林市旦家中心校遗失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4503004986702461 ，声明作废。
噪桂林市良丰中心校遗失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5030049867030XR ，
声明作废。

1 . 北极广场西面(269 市场)临街二 噪桂林市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
楼 1000m2 适合美容、培训、会所、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声明作废。
网吧整体对外招租；2 . 瓦窑红太 号：450300000122095 ，
阳家居建材 B 区 5 楼多间写字楼 噪阳朔漓兴 126 船遗失内河船舶吨
出租，
有中央空调、
电梯、
写字楼。 位证书，船检登记号：2004U5300050 ，
编号：201053410042 ，声明作废。

门面出租

安新洲菜市二楼 2000m 2 ，整租 铁西加油站旁旺铺 70 平方米
中山北路虞山公园对面 3700
秀峰区城管大队招聘城管队员 30 人(一线岗位 29 人，
会计岗位 1
4 . 5 万/月，
散租面议 18077372255
转让出租。
憎：13707837086
现做大型诊所(已
人)，
年龄 18 至 32 岁，
高中(中专)以上学历。
退伍军人放宽至 35 岁 平米大楼出租，
适 火车北站内咖啡馆转让 火锅店转让 18907734808
以下；
会计岗位放宽至 40 岁以下。
报名：2019 年 8 月 14 日至 8 月 装修可带设备转让也可分租)，
合：
医美、
牙科、
办公、
培训、
银行 精装修 40 平米，现低价急转，有 中心广场文化宫内 400m2 豪装
30 日，
秀峰区城管大队 203 办公室。
电话：2867995 。
(有停车场)。
憎 13978376243 李
详见：
秀峰区人民政府网站(www.glxfq.gov.cn)
意者请联系 13557337000 黄小姐 老板急出国 9 月前客户定转让费

噪桂林市桂林吉鑫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车牌桂 CJ8161 的道路运输证，证号：
桂交运管 450323514325 ，声明作废。
噪刘腾锴，男，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其
母亲名为黄媛，原出生证号：O450171102 ，
签证机构灵川县妇幼保健院，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