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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彭浩翔、梁启缘监制，关智

耀执导，周冬雨、张孝全、郑伊健、

谢依霖等联袂主演的爱情喜剧电

影《指甲刀人魔》日前宣布将于4
月14日上映。片方曝出定档预
告片与定档海报，憨男与怪力少

女的夏威夷之恋，画面多彩，对白

有趣。值得一提的是，预告片在

故事情节陈述上脑洞大开，周冬

雨对张孝全“指甲刀人魔”的告白

也为这段爱情披上一丝神秘。

电影《指甲刀人魔》改编自彭

浩翔畅销小说集《破事儿》中的同

名小说，由香港金像奖最佳摄影

奖得主关智耀指导。据悉，这是

彭、关两人在《低俗喜剧》、《春娇

与志明》之后的第三次合作。与

此前不同，这回是关智耀作为导

演，并且是首执导筒。

周冬雨 2016年在事业上收
获颇丰，不但凭借《七月与安生》

荣升金马奖新晋影后，2017开年
又凭该片入围第36届香港电影
金像奖影后提名，有望创造历史

成为第一个90后双金影后。《指
甲刀人魔》中，周冬雨将颠覆以往

形象，饰演一个调皮可爱、玩世不

恭的“叛逆”小萝莉。

另外，影片充满了脑洞。毕

竟，对于看惯了各种寻常爱情的

观众而言，谁能想到一场浪漫的

爱情还可能会跟“指甲刀”产

生关系？谁又能想到谈恋爱还

可能遇到对象是指甲刀人魔的

情况？累累累2 （据北青网）

周冬雨变形象

扮叛逆小萝莉

2月18日22点30分，湖南卫
视2017全新音乐节目《歌手》第
五期竞演正式上线。

在前两场连续用尽演唱个人

作品的机会后，赵雷将首次挑战

非自己原创的民谣。竞演现场，

他以一首长沙民谣《月亮粑粑》开

唱，质朴演绎令不少听众心绪波

动。然而赵雷的音乐合伙人靳梦

佳却透露，在此之前，赵雷曾因选

歌而陷入困扰，甚至还连续三天

玩失踪。

在经过几番斟酌之后，赵雷

此次选择以长沙民谣《月亮粑粑》

出战。为了将长沙本土风情与歌

曲意境更好地呈现，他还向歌曲

原创钟志刚“取经”。两人交谈甚

欢，钟志刚还特意清唱了一遍以

帮助赵雷寻找到新的改编灵感。

之所以选择这首《月亮粑

粑》，赵雷表示自己有三层考量。

原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赵雷

在参赛之初就考虑过要唱一首和

长沙有联系的歌；其次则是因为

这首歌曾是他早年与朋友们相聚

的聚会曲，比较熟悉；再加上此曲

原创钟志刚是长沙人，且这首民

谣本身已经流传多年。所以赵雷

想通过自己的诠释方式，来赋予

这首歌更多意义，也希望能以此

吸引到更多的朋友关注民谣歌手

和他们的创作。当被追问起消失

那几天的经历，赵雷也毫不隐瞒

地坦白：“唱了《成都》之后，手机

消息每天都狂轰滥炸，就连对面

邻居都跑来找要签名，觉得自己

玩大了，就赶紧躲了起来。”累累累3
（据北京青年报）

选曲《月亮粑粑》

赵雷挑战长沙民谣

由《神偷奶爸》《小黄人大眼

萌》原班人马打造的动画喜剧片

《欢乐好声音》，今日登陆内地院

线。前天，分别为片中男女主角

配音的大鹏、吴莫愁来京力挺影

片，鼓励每个人都要勇于担当自

己的“梦想导师”。尽管同样主打

萌宠的动物世界，一样的“合家

欢”结局，不过，若想要复制去年

票房黑马《疯狂动物城》的局面，

《欢乐好声音》似乎还欠缺些许底

气。

影片讲述了考拉“月伯乐”从

父亲手里继承了一座曾辉煌一时

而今已危机重重的剧院，为了摆

脱濒临破产的境地，他举办了一

场规模空前的歌唱选秀大赛。每

个来参加比赛的人，看似冲着广

告里那夺人眼球的十万元奖金而

来，实际上在此后漫漫征程中逐

渐体会到施展才华追逐梦想的

快乐。

相比片中角色的嘻嘻哈哈，

大鹏透露自己私下生活其实比较

严肃，他打趣自己只能算是一个

“低配版”的月伯乐。而吴莫愁更

像是本色出演，她配音的刺猬“艾

希”是个怀有摇滚梦想的女孩。

艾希努力摆脱骄傲自大的男友，

渴望通过一场歌唱比赛找到自己

的价值，如此经历与同样因参加

歌唱比赛走红的吴莫愁颇为相

似。“艾希酷酷的外形和特立独行

的性格，简直就像是我的翻版。”

吴莫愁坦言，片中动听歌曲与萌

宠动物的结合，几度令她感动落

泪。

作为一部主打音乐的动画

片，影片中出现了包括泰勒·斯威

夫特《ShakeItOff》、凯蒂·佩里
《Firework》在内的超过65首欧美
热门金曲；而中文版中，吴莫愁将

献唱中文歌曲《让我自由》这一摇

滚气息十足的歌曲。

各式各样的动物，讲述的依

然是圆梦故事，不少人认为影片

有《疯狂动物城》的即视感。“二者

显然不在一个层面。单论主题，

音乐题材不可能企及‘动物城’里

有关种族歧视的高度。”影评人杜

娟认为，即便在舞台背景设计方

面，它也不及“动物城”设计精心，

“想复制‘动物城’的票房走势有

点难度”。累累累2 （据人民网）

票房复制动物城

好声音得使劲追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索尼动画联合出品，曾执导《怪物

史莱克 2》的凯利·阿斯博瑞导
演，史黛丝·哈曼、帕梅拉·里本编

剧的《蓝精灵：寻找神秘村》（暂

译）以3D纯CG动画方式全新归
来，该片将于2017年4月7日北
美公映，中国内地有望引进。

蓝精灵这一动画形象诞生于

20世纪 50年代，至今已有近 60
年的历史，其所展现的阳光、健

康、勇敢、智慧等特质影响着数代

人。作为广受欢迎的系列电影，

《蓝精灵》前两部在全球取得了票

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时隔四年，

该系列第三部《蓝精灵：寻找神秘

村》激萌回归，并打破以往真人动

画形式，采用3D纯CG动画方式
演绎。

《蓝精灵 3》 讲述蓝妹妹和
好朋友聪聪、笨笨和健健发现了

神秘地图，充满好奇的他们展开

一场大冒险，要穿过充满神奇

生物的森林，赶在格格巫之前

找到“神秘的蓝精灵村庄”，同

时也将揭开蓝精灵史上最大的

秘密。累累累3 （据新华网）

《蓝精灵3》
经典动画回归

观众热议

《大秦帝国之崛起》是《大秦

帝国》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由宁

静、张博、邢佳栋主演。前两部分

别是《大秦帝国之裂变》以及《大

秦帝国之纵横》，全都改编自孙皓

晖 500万字的恢弘巨著，讲述秦
国从兴起到灭亡的过程。

前两部都获得了网友的赞

誉，专家都盛赞其为历史正剧的标

杆，正因如此，第三部才备受期待。

第三部的故事年代与《芈月

传》的后半部分重合，说的是秦宣

太后帮助儿子嬴稷建立傲视群雄

的国家的故事。与《芈月传》不同

的是，《大秦帝国之崛起》中，色彩

上古朴大气，光线显得很自然。

叙事上，宣太后、嬴稷、魏冉、苏

秦、白起、范雎等历史人物之间的

谋略被作为重点，不少网友表示

很刺激，“烧脑程度比《琅琊榜》高

太多了”。一众主演都展现出色

的演技，尤其是宁静将太后的霸

气、智慧演绎得很细腻。总体上，

该剧评分有 8.9分，虽然播得低

调，但凭借高质量赢得人心。

比《大秦帝国》系列评分更高

的还有2007年首播的《大明王朝
1566》。10年之后，该剧得以修复
后在优酷重新播出，这令观众非

常兴奋，虽然当年收视率不高，但

其评分一直维持在9.5分左右，被
网友称为“神剧”。该剧编剧是刘

和平，导演是张黎，演员有陈宝

国、黄志忠、王庆祥、倪大红、赵立

新、王劲松，全是清一色的演技

派。

《大秦帝国之崛起》靠质量赢得人心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历史

正剧在制作和等待排播中。《军师

联盟》是吴秀波第一次担任监制

的作品，讲述司马懿的一生，融合

权谋和情感元素，投资很大，仅仅

是前期拍摄就耗时一年。除了他

饰演司马懿，刘涛饰演司马懿的

正室。于和伟此前在《三国》中饰

演刘备，在新剧中饰演曹操，但该

剧迟迟未定档。

《白鹿原》则属于年代正剧，

演员张嘉译、何冰、刘佩琦、秦海

璐等人，中生代实力派搭配新生

代花旦，演员本身的演技得到观

众认可。不过，这个为人熟知的

故事已经有电影版在前了，况且

原著是一座高山，新版本要如何

表现？

正剧都是演技派担纲

接受采访时，《大秦帝国之崛

起》片方表示，历史剧的关键是如

何把偏枯燥的史料变成打动人心

的故事。比如，剧中会专注于叙

述义渠王是怎么被赐死、义渠国

怎么被灭亡这些戏剧性场景，但

不会修改史实。

相比许多古装剧被吐槽，该

剧中的发髻、服饰、道具等却被网

友称赞“还原了历史本貌”。对此，

片方说，为保证尊重史料，制作方

聘请了专门的先秦史顾问团队，尽

可能最大限度上还原那个时代的

面貌。谈到选角，片方也透露，看

中的是演员能否表现出特别是主

要人物的精气神。比如选择张博

是因为他当时刚拍完新《三国》，他

饰演的孙权非常亮眼。

对于《大明王朝 1566》的播
出，编剧刘和平表示充满信心，

“当代中国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的

影响，我们活在与过去相关历史

的脉络之中，经过时间的沉淀，大

家更能理解剧中人物的命运”。也

因为此，他希望观众能在看剧之后

感受到强烈的现实观照和情感共

鸣。累累累2 （据广州日报）

专门的历史顾问团队帮了大忙

制作者呕心沥血，观

众热泪盈眶，这是大家在

看历史正剧时很常见的情

形。这也说明，和大家对

精品的历史正剧仍然有诉

求，不仅涉及很多历史事

件，大家真的可以学习历

史。这是它明显区别于其

他题材电视剧的独特优

势，因为那些戏说、架空历

史的古装、宫斗戏，有的只

是高甜高虐的爱情，只是

为了给观众造梦，格局明

显就小了很多。

除了服化道等方面，

更不用说，出演这些历史正

剧的演员全都是实力派，甚

至是老戏骨，表演就能带给

人美的享受。因为某些靠

颜值的流量小生、小花旦是

没有能力参演的。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在剧集整

体质量下滑、快餐式制作霸

屏的行业，历史正剧挽救了

剧集制作的脸面和信心，所

以在市场上应当有一席之

地。它获得更多亮相的机

会，才是观众的福气。

观众对精品
历史正剧有诉求

央视刚刚播毕的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引爆了观众对

于中国诗词的大讨论，也让众人领略了主持人董卿慧心如

兰的文化气质。近日，央视推出的又一文化综艺新作《朗读

者》举行全国媒体见面会，宣布将自今年 22月 1818日起在
CCTV-CCTV-11、CCTV-CCTV-33两个央视频道的黄金时段联合播出。董
卿亲任这档节目的制作人。

自幼对文学的喜爱，让董卿一直对

文化类节目情有独钟。据《朗读者》制作

方介绍，从去年3月起，董卿就开始酝酿
一档文化情感类节目，也就是如今的《朗

读者》。

在媒体见面会上，名嘴白岩松也赶

来助阵，董卿现场分享了自己对于节目

的理解，她表示，文学之所以能够打动人

心，是因为文学本身就是对人类共通情

感的精准描述。

据悉，在《朗读者》中，节目每期以一

个主题词作为核心线索，嘉宾围绕主题

词分享人生故事，朗读一段曾经打动自

己、激励自己甚至改变自己的文字，并通

过文字的情感纽带，给观众以情感共鸣。

目前，节目已经邀请到了不少嘉宾

参与朗读，包括濮存昕、柳传志、许渊冲、

斯琴高娃、王学圻等。

谁来读？ 濮存昕、斯琴高娃等都应邀

在董卿的解读中，《朗读者》所展示

的文字和朗读者的情感紧密结合，朗读

者的情感故事和之后的朗读内容在情感

串联上完成了统一。

而据了解，已经录制了多期的《朗读

者》的朗读内容包罗万象，有感人至深的

《朱生豪情书》诗词；有陕西作家贾平凹

《写给母亲》这类表达真情实感的作品，

也有柳传志在儿子婚礼上的讲话……

不过相对朗读本身和文字，《朗读

者》更注重“人”。董卿表示，节目不但要

塑造立体的人，更是通过情感的纽带联

系不同时空的生命。节目中第一个“人”

是可见的朗读嘉宾——在来到《朗读者》

之前，每一位嘉宾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

而《朗读者》要呈现出他们作为“情感人”

的一面。节目中第二个“人”是文字的作

者，通过朗读，观众能感受到文字背后那

颗跳动的心脏。节目中第三个“人”是电

视观众，每一段朗读、每一个作品，都是

以共鸣的情感为切入点，让朗读嘉宾、文

字和观众通过它连接在一起。

读什么？ 贾平凹的《写给母亲》在其列

值得一提的是，《朗读者》

同样启用了“线下同步”的新

模式——节目组在广州等城市设

立了“朗读亭”，邀请普通市民

进入朗读亭，享受朗读乐趣。

对于这样的“新创意”，董卿认为朗

读应该属于每一个人，她说在综艺领域里

所有的节目形态她几乎都已经做过，她

需要改变。

对此，不少电视业内人表示，央视近年

来在“文化节目”的创新制作上动作频频，从

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优秀的文化类节目所

带来的影响力、品牌美誉度将比娱乐综艺类

节目更广泛持久。《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

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益智对抗竞赛节

目都取得了成功，让文化传承深入人心，更使

之成了央视的“招牌”。累累累3
（据新华网）

新创意！线下活动邀市民享朗读乐趣

《大秦帝国》播出

近日，《大秦帝国之崛起》登陆

央视一套黄金档，剧迷们在网上奔

走相告，评分超高；修复后的《大明

王朝15661566》也在视频网站开播，口
碑也超好，两部厚重的历史正剧掀

起了一股历史热。与此同时，不少

并非历史剧的戏也打着历史剧的

旗号宣传。不过，这些情况是否预

示着，以前生存空间备受挤压的历

史正剧真的回暖了？这股荧屏的

清流究竟能否成为主流？

历史正剧

董卿

赵雷

《大明王朝15661566》《军师联盟》

周冬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