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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有完没完》中，范伟饰演

一名被困在4月1日愚人节的快递员
“老范”。不同于以往大家对快递员的

熟知印象，此次老范曝光的剧照堪称

是快递界的一股泥石流。从西装革履

的贵族范到夜店boy的日韩范，从粗衣
麻布的文艺范到T恤短裤的平民范，
各具特色的服装造型令人眼花缭乱，

但却没有一丝一毫“快递员”的影子，

令人不禁心生疑惑，这个“快递员”老

范4月1日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据了解，为更好地展现老范深陷4

月1日不停循环的这一天，剧组还因
此为范伟量身打造了多达20余套造
型，就连在与女神贾静雯演绎相亲之

时，老范也不忘频频上演“T台秀”，
或时尚或复古，甚至还戴上了一头亮

丽的金色假发，难怪连贾静雯都忍不

住打趣地抱怨“下一套又是什么，到底

有完没完”。

有点帅
老范心机十足晋升时尚达人

备受关注的2017年鸡年央视春晚日益临近，
春晚主会场的歌舞类节目已经在央视一号演播厅

进入合成排练。央视春晚由杨东升担任总导演，

目前正对主会场节目进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精心

打磨。杨东升表示，今年央视春晚最大的看点是

创新，而他鸡年新春愿望就是：春晚做得好看，不

被大家吐槽。

央视春晚的歌舞类、杂技魔术类已经在夜以

继日排练中，第一轮彩排即将开启。取得最终入

场券的作品将会进一步打磨、调整、提高，以最完

美的状态呈现给广大观众，确保在除夕夜呈现一

台接地气、添喜气、聚人气、扬正气的文化盛宴。

鸡年央视春晚以央视一号演播厅为中心，在

全国设立了四个分会场，包括四川凉山的西昌、

上海、桂林、哈尔滨。四大分会场的寓意分别是

西昌的“火”、哈尔滨的“冰”、桂林的“自然山水”、

上海的“国际大都市范儿”。目前，四大分会场都

早已开始秘密排练节目了。

上海作为今年央视春晚的分会场之一，上海

方面相当重视，有关领导要求分会场所有的安排

都要以央视的要求为第一需求，地方台做好密切

配合工作。为了向全国、全世界观众完美展示

上海“国际大都市范儿”，春晚上海分会场将在

东方明珠的下面搭建一个超大舞台，来展示上海

滩的迷人风采。据悉，上海分会场的节目将会是

时尚大气。

广西桂林市为借春晚舞台，向全世界宣传其

旅游资源，桂林市有关领导亲自到春晚桂林分会

场现场办公。目前，桂林的舞台搭建、电力保障、

灯光亮化等工作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各项后

续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节目也正在秘密排

练。春晚桂林分会场总导演为孙滨，孙滨曾担任

过2016年央视春晚泉州分会场的总导演，对于春
晚分会场的筹备工作经验十分丰富。

哈尔滨分会场被安排在冰雪大世界公园里

进行，节目也是十分精彩。为了通过春晚舞台向

全国、全世界展示哈尔滨的北方旅游资源，哈尔

滨分会场的舞台搭建别具匠心，在灿烂灯光的映

衬下，格外绚丽。身着彩衣的舞蹈演员们在《冰

雪飞扬》的歌声中翩翩起舞，犹如冰雪精灵降临

在冰雪大世界。百人威风锣鼓震天响，七彩烟花

将夜空点亮，冰雪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西昌市今年是作为鸡年央视春晚在中国西

部的唯一分会场，也是央视春晚创办34年来第一
次在四川设立分会场。四川方面更是高度重视，

每个节目，每个演员，每个场景都精挑细选。目

前，西昌分会场的歌舞节目已进入合成阶段。作

为全国唯一一个可以举行“火把节”的城市，相关

方面更是大力宣传凉山的“火”，这也意味着中国

新的一年，各行各业红红火火。

据悉，鸡年央视春晚将于2017年1月27日
（农历丙申猴年腊月三十）20时在中央电视台综
合频道以及各省级卫视等全球同步直播。累累累4

（据新华网）

今年大年初一春节档有点奇

怪，一些影片抢着要在这一天上映，

比如《大闹天竺》、《乘风破浪》，另一

些影片却在定档之后急忙退出竞

争，比如《游戏规则》、《决战食神》。

还坚守在这一天的电影能否撑起春

节档票房，并分到让自己满意的蛋

糕呢？

由葛优、谢霆锋、唐嫣主演的电

影《决战食神》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宣布原定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将改

档2月10日元宵节前一天上映。这
部主打美食的合家欢喜剧电影，从

人气上看，远不及同样在初一上映

的喜剧片《西游·伏妖篇》和《大闹天

竺》，避开强片云集的春节档实属明

智之举。

此外，由卢正雨执导的喜剧片

《绝世高手》，此前也宣布延期至

2017年暑期上映。该片由卢正雨、
郭采洁、范伟、陈冲、孔连顺等人主

演，虽无大牌明星，但多为实力派演

员，且从预告片上看喜剧效果明

显。退出春节档的还有由刘仪伟执

导，小沈阳、陈意涵主演的《我说的

都是真的》，以及由高希希执导，何

润东、黄子韬、古力娜扎主演的《游

戏规则》。

胆小的退出竞争，胆大的则挤

破头想在正月初一这天上映，分一

杯羹。韩寒第二部电影作品《乘风

破浪》“空降”春节档便是如此。该

片2016年9月才开始拍摄，短短五

个月时间就要完成拍摄和后期制

作，如此心急让不少网友都觉得很

吃惊。据了解，该片拍摄时间约为

20天，全组杀青后14天便宣布一个
月后上映。韩寒透露，之所以速度

这么快，是因为剧组一直边拍边

剪。从阵容上看，该片由邓超、彭于

晏、赵丽颖等人气明星主演，再加上

韩寒超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票房

应该不愁。不过最终成品如何，还

得影片上映后才能知晓。

另一部正月初一上映的大片是

王宝强的《大闹天竺》，该片最初定

于2016年12月24日圣诞档上映，
却因为后期制作未完成，被迫调至

春节档。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去年

圣诞档大片不多，且口碑均一般，

《大闹天竺》倘若能如期上映，可能

会成为票房冠军，但现在该片调至

春节档，面临的竞争则相当激烈，票

房如何还是个未知数。

从目前已经定档的影片情况

看，正月初一这一天共有8部影片
上映，全为国产片，除了 《熊出

没·奇幻空间》是动画片外，其余

7部均为喜剧片或带有喜剧元素。
这8部影片中，周星驰和徐克打造
的《西游·伏妖篇》、王宝强执导

的《大闹天竺》、成龙主演的《功

夫瑜伽》 和韩寒执导的 《乘风破

浪》实力强劲，春节档票房冠军极

有可能从这四部中诞生。累累累4
（据新华网）

大年初一档很热闹

多部影片进出忙

第90届日本《电影旬报》奖日前揭晓，由中国导演贾樟柯执
导，赵涛、张译、梁景东、董子健、张艾嘉主演的影片《山河故人》

入选该奖项2016年度海外十大佳片，成为该榜单中唯一一部亚
洲电影。

日本《电影旬报》创刊于1919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杂
志。自1924年起，《电影旬报》每年开始进行年度奖项评选，今年
是该奖项的第90届。《电影旬报》奖的全部奖项都由编辑部组织
记者、影评人、电影制作者等投票评选，主要奖评日本每年度的

日本影片及在日本上映的海外影片，是日本电影的权威奖项以

及最高荣誉。

在本年度的《电影旬报》奖中，夺得日本本土十佳影片榜首

的是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萨利

机长》则获得海外十佳影片第一名。《山河故人》位列海外十佳影

片榜单第五位，成为这份全球榜单中唯一的亚洲电影。

这是贾樟柯的影片第四次入选电影旬报十佳影片，持续高

水平的创作让他的早期作品《站台》、《三峡好人》，到近期的《天

注定》和《山河故人》都入选了《电影旬报》的海外十大佳片，其中

《三峡好人》更获得《电影旬报》奖年度最佳海外电影和年度最佳

海外导演奖。

2016年底至2017年初的颁奖季，《山河故人》表现强劲。
日前，该片获得2016年圣地亚哥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
奖”，并接连入选美国著名杂志 《名利场》 (第 9位)、《Es�
quire》(时尚先生)年度十大佳片(第10位)，《纽约客》杂志年度
35大佳片(第16位)。累累累3 （据中新网）

1月16日起，东方卫视将推出中外联合制作的电视动画片
《半斤八两》，该动画片以中国传统文化形象“石狮子”为核心元

素，旨在走向全球市场及受众群体，向广大观众传播中国文化。

《半斤八两》是上海炫动传播与迪士尼公司合拍的动画项

目，动员了迪士尼公司和我国大陆一流的动画创作人员。该动

画片亮点颇多，其整体构思和角色设计极为精妙，紧紧围绕

“石狮子”形象进行艺术渲染和深度加工，以迪士尼一流的创

意和技术打造呈现，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观众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文化，是一部兼具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国际视野的优

秀作品。

东方卫视将于1月16日至2月22日每天11时40分左右、春
节小长假每天8时左右播出电视动画片《半斤八两》，共28集，每
天一集。每集动画片由两个短故事组成，每个短故事温馨而有

趣，让观众们在笑声中能有所悟、有所思。其中，第一段故事9分
钟，是主题鲜明、具有趣味对白的动画；第二段故事则是3分钟的
动画默片，表现形式为无对白的、以动作为主。从传播的效果来

看，动画默片生动有趣，跨越了语言交流，也增强了观众的想象

力，是国产动画片的一次创新尝试。

每集故事虽短小精炼，但内容包罗万象，有中国传统节

日、美食文化、戏曲艺术、民间习俗、文化艺术、神话传说等

丰富的内容，充满了中国情怀，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拟

人化，共同为不同年龄、跨越国界的观众讲述带有中国元素的

全新故事。片中的每个故事从不同侧面让孩子们更加喜爱两个

小狮子主人公，也更加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让青少年观众从

这些可爱的故事中汲取正能量，传承中国梦。累累累4
（据新华网）

鸡年央视春晚开始合成排练
四大分会场各有特色

周慧敏

首秀江苏春晚
2016年，赵雅芝和郑少秋携手现

身江苏卫视春晚，引发了无数观众集

体追忆，感慨之余也惊叹女神的驻颜

有术。在2017年1月28日大年初一
即将播出的江苏春晚上，又有一位童

颜女神将现身，那就是第一代玉女掌

门人——周慧敏。据悉，此次在春晚

现场，周慧敏将与好友古巨基同台献

唱，这也是两人时隔14年后再次在电
视上同台亮相。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凭借着
《大时代》、《刀马旦》等作品，周慧敏成

为一代人的梦中女神，她黑发飘飘、浓

眉大眼的模样也树立了“玉女派”的标

杆。时隔多年，再次出现在春晚探班

现场的周慧敏依旧容颜身材不变，皮

肤之白皙和身材之苗条完全不减当

年，俨然是二十岁少女，让几位主持人

都忍不住惊呼“冻龄女神”！据悉，已

经淡出娱乐圈多年的周慧敏此次是与

老友古巨基一同前来，现场她自曝自

己是为了“基仔”而来，“要不是有他这

个老朋友在，我一个人是不会来的”。

周慧敏透露，两人上次在电视荧屏合

作还是上个世纪。“我记得有一年我们

是在表演魔术，一边唱歌一边魔术，

那个时候应该在 TVB的时候，92
年、93年演《大时代》的时候了。”
古巨基也坦言这次相聚不易。据悉，

周慧敏将在现场自弹自唱，连

古巨基都忍不住大力推

荐：“这段表演才是真

正的亮点。”累累累4
（据中新网）

晋升时尚达人

“一人千面”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近日，由王啸坤执导、杜扬担任总监

制，范伟领衔主演，贾静雯、刘俊昊、Mike隋、宋阳、林更新、薛之谦、赵英
俊、孔连顺、陈维涵、刘育同等明星倾情加盟的轻幻想·重喜剧电影

《有完没完》率先曝光了一组“千面老范”版剧照。由范伟饰演的“老

范”形象大胆多变，喜感十足，而导演王啸坤也曾放话称“你们能看到

的只是老范的冰山一角”。

从相声小品，到电视剧电影，世上

恐怕很难再有像范伟这样的演员，横

跨文娱四界，并最终凭借自身的努力

和实力拿下了第53届金马奖“最佳男
主角”。从《天下无贼》里的结巴劫匪

到《非诚勿扰》中的傻大款，从《私人定

制》的老司机到《我不是潘金莲》的果

农，范伟就像是一个神奇的魔法师，哪

怕只是几个简短的镜头，也总能精准

地把握人物独有的性格特征，塑造出

一个又一个经典的银幕形象。

一个优秀演员需要在不同作品中

塑造出截然不同的经典角色，但在同

一部电影中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人

千面”，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电影

《有完没完》 讲述了生于四月一日

“愚人节”的老范人到中年，在度过

了一次倒霉的生日后，便陷入了“愚

人节”无限循环的怪圈。随着这一天

的无尽循环，老范的角色形象也几经

变换，但无论造型百变千变，范伟总

能在维持人物共性的同时，又彰显出

不同造型下极具个性的人格特点。相

信在电影《有完没完》上映之际，新晋

影帝范伟也定能为广大观众交出一份

满意的答卷。

电影《有完没完》预计将于2017年
4月1日上映。累累累3 （据新华网）

不简单
老范玩“变”千面造型毫无压力

范伟

��《有完没完》看影帝百变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动画片《半斤八两》将播

日本《电影旬报》奖揭晓

《山河故人》上榜“海外十佳”

“成功版”老范

“小鲜肉版”老范

“颓废版”老范

“摇滚版”老范

“夜店版”老范

“艺术家版”老范

“家居版”老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