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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场景在甬拍摄 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定档6月29日

赵丽颖的“乡村振兴路”从宁波起航
记者昨日获悉，由春羽影视制

作发行，郑晓龙、刘雪松、姚远联合
执导，赵冬苓编剧，曹平担任制片
人，赵丽颖、刘威、唐曾领衔主演，
罗晋特邀出演的现实题材电视剧
《幸福到万家》正式定档，将于6月
29日起登陆东方卫视、北京卫视
黄金档首播，优酷每晚同步播出。

该剧讲述了赵丽颖饰演的农
村姑娘何幸福历经事业与婚姻、爱
情与亲情的多重考验后，最终带领
万家庄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法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励志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9月 19日，这
部电视剧在宁波开机，剧中大部分
场景在宁波取景拍摄。

赵丽颖变身
“有脾气的何幸福”

在剧组昨天发布的“笑迎曙光”
版海报中，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笑
容明媚灿烂，还有刘威饰演的万善
堂、唐曾饰演的王庆来以及罗晋饰
演的关涛三人目光灼灼、眺望前方，
传递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最新一版预告片则以婚礼上万
家庄老王家新媳妇何幸福一脚踹开
房门开场，闹婚矛盾、土地纠纷、人
身伤害……麻烦事儿一件件袭来，
何幸福一次次叩响万家庄村支书万
善堂的家门，只为讨个说法。

该剧以女主人公何幸福在追求
公平正义、寻理寻法过程中实现个
人成长为主线，诠释了新时代女性
的励志力量。刚嫁到万家庄，她勇
敢打破“闹婚”陋俗，坚持“要个说
法”；进城打工后，她肯吃苦、爱学习，
不断融入城市生活；最终，她回到农
村，积极投身家乡建设，为乡村经济
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法治文明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发展贡献了
力量。

《幸福到万家》是继《金婚》
后，郑晓龙与赵丽颖时隔15年
的再度合作。这15年里，郑晓
龙导演先后创作出《甄嬛传》
《红高粱》《急诊科医生》《功勋》
等众多优质作品。而《金婚》中
曾经青涩的女孩佟多多，如今
在《幸福到万家》中摇身一变成

长为乡村新女性何幸福。作为
新来的媳妇，何幸福刚直有脾
气，面对村里的陋习和不公，她
正面反抗，推动着万家庄的精
神文明进步。

该剧讲述的是新女性成长
与新农村蓬勃振兴相呼应的励
志故事。郑晓龙坚持在作品中

向观众提供对人生、对社会的思
考空间，以真切的现实和饱满的
人性给人以触动。此外，该剧也
是继电视剧《红高粱》之后，制作
发行方再次集结了导演郑晓龙、
编剧赵冬苓、制片人曹平三位行
业大咖，为观众呈现细腻真实的
现实主义力作。

2021年 9月19日上午，电
视剧《幸福到万家》在宁波日报
报业集团一楼大厅正式开机，赵
丽颖、罗晋等一众主创亲临现
场，引发全网热议。

2021年11月11日，《幸福
到万家》剧组首次发布预告片。
看完这支长达1分多钟的预告
片后，许多宁波网友对剧中出现
的宁波地名如数家珍：东部新
城、南部商务区、老外滩、和义大
道1844、新江桥、东钱湖、韩岭
老街……

同时，“赵丽颖演的何幸福
好可爱”话题也冲上了微博热
搜，宁波网友在话题下留言：都
是宁波的景，这部让人幸福的
剧，宁波人要追！全国各地的
网友也纷纷表示，电视上的宁
波街景真美，生活在宁波一定
也很幸福。

《幸福到万家》的大部分场
景在宁波拍摄，其中有主场景，
也有很多分散场景。剧组当时
的计划是在宁波范围内拍摄一
个月，之后转战黄山等地继续

拍摄。
据记者了解，为支持《幸福

到万家》的顺利拍摄，宁波东方
1910影视产业服务中心承担了
许多工作。前期陪同主创人员
一起勘景，拍摄过程中遇到的不
少困难，由东方1910影视产业
服务中心进行协调。比如剧中
有在律所发生的戏份，就是经东
方 1910 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协
调，向剧组提供了剧情所需的专
业摄制环境。
记者 朱立奇 通讯员 徐菘霙

郑晓龙、赵冬苓、曹平再度集结

赵丽颖的“幸福之旅”从宁波起步

去年9月19日，《幸福到万家》在宁波开机。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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