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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光《风再起时》开播 重温时光致敬改革
由杭州嘉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付宁执导,张强编剧的现实主义题材剧-风
再起时.于 << 月 % 日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
剧场播出/这部以 <'"% 年进入全面改革阶
段为时代背景的电视剧集合了陆毅$袁泉$
张晨光等实力演员+ 讲述了中国在经济体
制改革时期的历程与成就+ 老戏骨张晨光
在剧中饰演精明的经济学家张为0
张晨光所参与的原创明星跨界喜剧竞

技秀-跨界喜剧王.第三季将于本周六展开
最后的对决+ 在经历了几期的角逐与合作
后+ 张晨光对于喜剧的理解掌握有了逐步
的提升+临场发挥也愈来愈稳定0 据悉+在
决赛中他将再次搭档潘长江+ 为观众奉上
一部关于友情的喜剧作品+ 演绎了众多父
亲角色的张晨光将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不禁令人期待0
暂别了喜剧舞台+ 张晨光再次回归影

视剧作+在-风再起时.中扮演经济学家张
为+他眼光独到+理性睿智+在方邦彦的工
作和创业以及最后回归国企的这二十多年
中+为他提供了无数的改革思路和支持+在
剧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0观众纷纷评论!
'期待老爷的新作(+'坐等张为上线(0
不仅是令人期待的剧情+ 该剧获得了
众多观众的好评+ 透露着浓厚的年代感与
文艺气息+仿佛走进了那段温情岁月0对于

演艺经历丰富的张晨光来说+ 参与这部剧
的意义也相当特殊+ 是献礼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也是对过去时光的再现0
在这部剧开播后+ 张晨光的另一部新
作-你和我的倾城时光.也即将开播+他在
剧中则饰演爱达集团的元老程峰+ 虽然开
播时间相近+ 但两部新剧在题材与剧情上
则全然不同+角色反差也较大+期待张晨光
对两个角色的精彩演绎0
据搜狐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