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天 是 2月 14
日，电影市场推出不少

应景之作，既有拿下14项奥斯
卡提名的重磅之作《爱乐之城》，也有

《合约男女》《疯岳撬佳人》等国产爱情喜剧电

影。此外，不想局限于爱情题材的观众也

可以看范·迪塞尔和甄子丹联手主演

的动作大片《极限特工：终极回

归》、美食电影《决战食

神》，可供选择的类型

相较以往更加丰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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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之城》：

最具卖相的电影

由瑞恩高斯林与艾玛斯通主演

的好莱坞歌舞电影《爱乐之城》几乎

横扫了金球奖、威尼斯电影节等几大

重磅奖项和电影节，在即将颁出的第

89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这部影片又以
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

主角等在内的14个奖项提名，追平
《泰坦尼克号》等片的历史提名纪录，

可谓是角逐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

超级热门。

作为一部在全球拥有超高赞誉

的影片，《爱乐之城》将于今日登陆中

国市场，票房前景被普遍看好。据了

解，2月14日当天，该片在全国预排
片达到27962场，占据当天上映新片
排片之首。

《爱乐之城》主要讲述一个钢琴

家和一个女演员共同追求梦想中的

爱情故事：米娅在洛杉矶电影片场当

咖啡师，经常翘班去试镜；塞巴斯蒂

安是一名爵士钢琴师，但他痴迷的音

乐鲜有听众愿意买单。两人在这座城

市相遇后相互慰藉扶持，追求梦想，随

着艺术与商业、梦想与现实间的博弈，

两人的情感也面临抉择和考验。在经

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两人鼓励彼

此不要放弃梦想。除了故事之

外，影片在音乐方面更是非

常突出，不少金曲在网上

引发追捧。服装风

格更是非常复

古，男、女主

角 的 服

装也

成为影片的一大看点。

业内人士分析，影片关于爱情、

梦想、抉择的探讨，年轻人较有共鸣，

歌舞片类型在中国电影市场也并不

多见，再加上本片横扫各大奖项，又

是瑞恩高斯林和艾玛斯通两位颇具

观众缘的实力派演员主演，在品质上

更有保证，是最具卖相的新片。

不想看爱情片？

可以选择看“食神”或“特工”

除了爱情题材外，正在热映的

《决战食神》与《极限特工：终极回归》

也为这一个档期提供了更多类型的

选择。

虽然不是爱情片，但正在热映的

动作电影《极限特工：终极回归》的排

片依然强劲。影片故事聚焦在范·迪

塞尔的特工小队和以甄子丹为首的

反派组织之间的对决。吴亦凡、塞缪

尔·杰克逊、托尼·贾、内马尔等众多

明星在影片中也有精彩表现。

除了阵容升级，范·迪塞尔从高

塔跃下，穿山地滑雪橇在丛林穿梭，

甄子丹极限酷跑从高楼跃下，范·迪

塞尔和甄子丹骑着山地摩托车，从陆

地追逐到海上冲浪等极限运动的场

面也令人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由谢霆锋、葛优主演

的电影《决战食神》是典型的合家欢

电影。影片故事发生的背景选在广

州，谢霆锋饰演的就是一位广州小

厨，片中不少菜色的灵感皆来自粤

菜。除此之外，剧组还特别建造了一

条颇具广式风情的“春风里”老街，颇

具怀旧气息。

近年来给人“大厨”印象的谢

霆锋大展身手，不仅担当了美食总

监，将多年对美食的所学所悟按

“煎炒煮蒸焖炖■”打造19道新
奇菜品，还在戏里大秀厨

艺，一招一式如“食神”

上身。葛优则在片中

饰演谢霆锋的师

傅，贡献游刃

有余的演

技。

歌舞电影

今年的后春节档电影市场依然主打爱情片，

但类型相较往年更为丰富。例如在中国大银幕上

难得一见的歌舞片《爱乐之城》，此前横扫各大奖

项，又是今年的奥斯卡大热门，能够在奥斯卡颁奖

之前于电影院里先睹为快，对于影迷来说是一种

福利。当然，这部影片能够在全球获得如此高的

赞誉，靠的绝不仅仅是爱情故事，影片还关乎梦想

的挣扎、现实的抉择……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生

活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能够与观众产生共鸣，才

是电影能够受到欢迎的真正原因。

另一方面，今年这个档期的国产影片类型相

对单一，还是以都市爱情喜剧为主，在竞争激烈的

市场面前，选择拍摄这一类传统题材更为安全。

但同样是爱情片，如何在市场当中脱颖而出，剧本

还是关键。是否能够讲一个真正打动人心的故

事，是考验影片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如何在爱情题

材当中讲出新意，恐怕还是很多创作者需要琢磨

和学习的地方。创新是电影创作的原动力，这也

就是为什么同样是爱情题材，《爱乐之城》却有望

成为一部经典电影的原因。

爱情电影一直是电影史上经久不衰的题材，

作为观众，我们寄望于创作者能够拍出更多拥有

新意、诚意的优质爱情电影，带来更多与我们生

活息息相关、接地气的好作品。

（黄岸）

爱情
电影
甜蜜
来袭

不

是 歌 手 选

秀，也不是明星

综艺，春节期间电

视节目《中国诗词大

会》第二季（以下简称《诗

词大会》）意外地刷爆了朋友

圈。其实近来和《诗词大会》一样

圈粉无数的，还有《见字如面》、《中国

成语大会》、《中华好诗词》等一众传播传

统文化的综艺节目。

在真人秀节目充斥荧屏，各类“鲜肉”、“小

花”赚足眼球的时下，被边缘化多年的文化节目如一

股清流涌动归来，涤荡着观众的心灵；甚至远在美国的

中文报纸都刊文称，期待“武亦姝现象”成星星之火，让“国

学”在中华大地乃至全球呈燎原之势。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这是此次《诗词大会》冠军武亦姝

在比赛中脱口而出的诗句，令观众

佩服不已。对古人来说，诗词是必

备品，为何到如今，能脱口而出诗

词的人却成为“珍品”呢？

《诗词大会》评委、中央民族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蒙曼认为：

“诗词对于古人来说，与生活有直

接的亲近感，写起来、学起来很容

易。而现在，孩子们长在空调房

里，很难深切地体会到四季，离诗

中的生活越来越远。”不过，当生活

节奏太快了，人们很难回到自然，

诗中的世界才显得弥足珍贵。“感

觉到缺憾，才会觉得懂诗的人如此

美好。”蒙曼说。

《诗词大会》的走红，在蒙曼看

来，并非是“人们重新爱上了诗

词”，而是“中国人从来就诗心不

死”。蒙曼认为：“从诗经开始，人

们非常习惯诗词这种审美方式，虽

然这样的文学形式逐渐被放弃，但

是基因还在，《诗词大会》打到了鼓

点上，一下激发了中国人的诗词基

因。”

此外，蒙曼认为，武亦姝的爆

红和《诗词大会》成功的道理相近，

都激发了中国人内心的一种情感

共鸣——节目刚刚播出时，武亦姝

凭借强劲的实力和淡定的心态，就

在“飞花令”环节一战成名。“中国

人心目中对一个女孩不就是这样

期

盼：文

静、有高雅

的品位、落落大

方、人淡如菊……

中国人对于年轻女性的

审美品位，武亦姝都囊括

了。”

■专家声音
靳智伟（媒介专家）：

对于《诗词大会》的走红，靳智

伟归因于节目紧紧抓住了中国受

众的诗词文化情结，并对中国古典

诗词的意境之美给予了精准的电

视阐释，而中国古典诗词与电视手

段的有机结合，也使得节目充满了

诗情画意，且在强化哲理的同时没

有酸腐的道学气味。

关正文（《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中国成语大会》、《见字如面》

导演）：

关正文对节目的火爆并不意

外，几年前他在做《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时就坚信，不管时代怎么发

展，人们都愿意感受传统文化之

美：“需要有这样的节目，让大家在

娱乐中感受、了解、热爱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和优雅之美。如果能

坚持100年，用这样的方式亲近我

们

的 文

化 ，才 足

够有意义。”

阚兆江（中央电

视台科教频道总监）：

原本阚兆江还担心《诗词

大会》曲高和寡，现在火成这样，

多少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大家对

节目有共鸣，首先是对我们文化的

共鸣。我们只是做好了电视人应

该做的事。”

康震（《诗词大会》点评嘉宾）：

康震这样解释节目受欢迎的

原因：“归根结底是中国人爱诗词

的心从来没有消亡过，热爱诗词的

群众基础从来没有消亡过。节目

只不过是激活了藏在人们心中热

爱诗词的热情。”累累累2
（据金羊网）

综艺迎来“文艺复兴”

国学节目圈粉无数

《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7
日晚在央视播出，来自复旦附中

的16岁选手武亦姝击败四期擂
主彭敏，获得冠军。据央视数据

显示,这个节目全部10期累计收
看观众达到11.63亿人次。

节目带红了一众选手，冠军

武亦姝更是火爆非常，这个“满足

了人们对古代才女全部幻想”的

00后女孩，其就读学校、生活习
惯、学习方式都被扒了个遍。

在《诗词大会》播出的 10天
里，这个每段时长90分钟的电视
节目，让无数网友跟着电视机答

题，在微博、微信上热烈讨论，引

发了网友对中华古诗词鉴赏记忆

空前高涨的参与度。正如网友评

价：这900分钟，是“便引诗情到
碧霄”的学习，是“一枝一叶总关

情”的鉴赏，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的赞叹，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的

嘉许，是“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哲

思。

事实上，《诗词大会》的成功

并非个案，过去一年，多档文化节

目都在观众中引发了不小反响。

比如，《见字如面》首期节目就在腾

讯视频上播放超过1670万次。而
豆瓣网上，这些文化节目的评分

也获得了极高评分，比如《中华好

诗词》8.9分，《见字如面》9.0分。
打造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

国成语大会》、《见字如面》等节目

的导演关正文坦言，公众对于这

种有营养的文化节目是有强烈需

求的，“我们应该主动多做这样的

节目，引导公众的文化生活向更

有营养、有品质的方向发展”。

【现象】

线上线下掀起诗词狂欢

《见字如面》

由黑龙江卫视推出的一

档明星读信阅读推广季播节

目。节目用书信打开历史节

点，每一集集结多位明星读

信，还会请出两位重量级文

化嘉宾开辟第二现场交待书

信背景，带来信件内外的精

彩故事。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中央电视台、国家语委

推出的大型原创文化类电视

节目，邀请国内语言文化

专家担任裁判和解说，央

视播音员轮番担任读

词主考官，从32支参
赛代表队中，决出

一名年度汉字

听写冠军。

《中国成语大会》

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相比，《中国成语大会》在保

留相似竞赛形式的基础上，

融入了更多独特多元的创新

构思，并力邀毕淑敏、蒙曼、

郦波等文化名人担任评判嘉

宾，展现中国成语独有的语

境之美。

《中华好诗词》

这档由河北卫视推出的

节目已播出四季，以大力弘

扬中国传统诗词文化为宗

旨，运用闯关、益智、综艺等

多种电视化包装手段，通过

寓教于乐的轻松形式，打造

出一档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普及类节目。

■同类节目

【根源】

中国人的
“诗心”从未消亡

2.1
4

《合约男女》：

郑秀文出演“霸道女总裁”

喜欢看都市爱情喜剧的观众

在这档期有不少选择。由青年导

演刘国楠执导、郑秀文与张孝全联

袂主演的《合约男女》将于明日公

映，影片讲述了保险公司首席执行

官叶瑾与快递员肖博之间的爱情

故事。

据悉，影片除了在广州、深

圳取景，还特别远赴海外拍摄，

为区别于同类型影片中的常见配

置，他最终选择了较为冷门的诺

曼底。

此前曾多次主演爱情喜剧的

郑秀文，此次出演的是“冷美

脆”的“霸道女总裁”，在强势的

外表下其实隐藏着脆弱的心。谈

到这一次的挑战，郑秀文坦言题

材对她很吸引：“这次出演的是一

个大龄女子，这个年纪的女人生

孩子很重要，虽然生活中的我觉

得另一半更重要，但也许过两年

会觉得有个宝宝也不错。”对于这

次的新搭档张孝全，郑秀文坦言

“很来电”：“爱情片最重要的就是

男、女主角之间的交流，让观众

相信你们在相爱。我和孝全很自

然就找到了这个感觉。”

《疯岳撬佳人》：

“小岳岳”首次担纲主角

另一部同档期的国产电影

《疯岳撬佳人》 同样主打爱情喜

剧。该片是高人气的相声演员岳

云鹏首部担纲主角的影片。“小岳

岳”将自身萌贱的喜剧气质延伸

到了戏内，为了一段看似毫不匹

配的爱情使出浑身解数大胆追

爱。本片也是岳云鹏与袁姗姗两

人继 《煎饼侠》 之后再度合作。

从预告片内容看，一个是外形呆

萌内心痴情的护工，一个是身材

窈窕执著追梦的女艺术家，两人

同框，画风瞬间跑偏，喜感爆

棚。累累累3 (据金羊网)

喜剧爱情

爱情片也需要有新意

《中国成语大会》

《诗词大会》选手武亦姝

《合约男女》

《决战食神》

林更新在《见字如面》中朗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