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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组版 张超 校对 徐霖

■2017年10月13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 张小青 陈红文娱新闻

今年，《建军大业》、《战狼2》等
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大片，让主旋

律作品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

如今，又一部献礼党的十九大的影

片《南哥》将于10月17日登陆全国
院线。

10日，这部讲述中共党员郭建
南到广东阳江驻村扶贫故事的电

影在广州试映，不少观众被“南哥”

这个温暖的人物和感人的事迹感

动落泪。

南哥的“南”

广东扶贫使者郭建南的名字里

有个“南”字，人如其名，郭建南在片

中做人做事都充满南方人的个性特

点。而作为“南派电影”，《南哥》在

内容和形式上都充满了岭南特色。

“ 我 对 南 派 电 影 有 一 种 理

解——我觉得不是故事发生在广

东、主人公是广东人，或者是广东电

影制片人拍的就叫南派电影，而是

电影能体现广东人特有的个性，比

如敢为人先、乐观、务实、精细、善

谋、会动脑筋……广东电影人有很

多就是广东人，或者是外地人在广

东生活多年，他们也形成了这种品

格，他们拍出来的电影也是敢于创

新，讲究实务，不求虚名。达到这种

要求的，才叫南派电影，否则就不

算，不是贴上广东标签就算南派电

影。”珠江电影集团国家一级电影

文学编辑祁海这样定义“南派电

影”。在他眼里，《南哥》属于典型的

南派电影：“它贴近观众，有一种接

地气的内在美。

南哥的“哥”

在全片的结尾，一群孩子用稚

嫩的声音唱出了一段童谣：“白发婆

婆叫你南哥，牙牙学语小儿叫你南

哥，哥是家中的脊梁……”

和儿歌里唱的一样，郭建南在

片中被唤作“南哥”，“这部片为什么

叫《南哥》？因为我们写的不是扶贫

英雄，我们写的是‘哥’，每个人都渴

盼身边有这样一个暖心的哥哥。”饰

演郭建南的孙洪涛这样表示。为了

贴近该片的气质，孙洪涛找到了其

人物内核——暖。“我演南哥，不想

把他演成英模人物，而是想把他演

成一个温暖的好人，他关心他人、总

是把自身诉求摆在别人的诉求之

后。我心中有这样一个南哥的形

象，就尽自己多年的表演积累，让这

个暖男、这个像亲人一样的大哥哥

在心中生根、长大。”累累累2
（据金羊网）

《南哥》试片 温暖感人

将英模还原为真实的普通人

11日，那英通过工作室发表声
明，宣布不再参与后续《中国新歌

声》节目录制：“我这个导师，是时候

要休息一下了！”那英还表示：“每一

季节目结束，都会有传闻流出，说那

英即将离开‘新歌声’，这一次通过

工作室正式和大家说一声：这次是

真的。”

因为音乐综艺节目四季《中国

好声音》与两季《中国新歌声》的热

播，那英成了家喻户晓的“音乐导

师”，并带出梁博、张碧晨、张磊三季

年度总冠军。声明中，那英表达了

对节目和学员的不舍以及对音乐的

执着，同时谈到自己对竞技赛制必

须做出选择的煎熬和无奈。经过深

思，她做出决定：“随着第二季‘新歌

声’比赛的落幕，‘六年二班’全体学

员正式毕业，而我这个导师，是时候

要休息一下了。”

节目制作方“灿星制作”宣传总

监陆伟回应：“‘新歌声’节目举办至

今，每年我们都会向所有在乐坛具

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导师发出邀

请。最终不论哪四位导师加盟，我

们和所有的导师都是长期合作的关

系。不仅仅在节目中，也在节目

外。”据悉，《中国新歌声》第三季海

选已经启动。累累累2 （据金羊网）

制作方透露第三季海选启动

那英退出“新歌声”

金牌编剧王丽萍 2011年就曾
以《双城生活》为题对时下中国家庭

的新变迁做过挖掘，时隔六年，当主

角从涂松岩、马伊■换成了“85后”
的郑恺和袁姗姗，故事摇身一变为

北京小爷和上海小姐在理想与现实

之中碰撞，在滚滚红尘中回归爱情

本质，全新角度和观点呼之欲出，这

就是近日在东方卫视开始播出的

《国民大生活》。

《国民大生活》的故事从碧海蓝

天、郁郁葱葱的泰国海岛开始：不得

志的“枪手”编剧陆露（袁姗姗饰）为

了寻找写作灵感前往泰国参加一项

冥想课程。冥想班里，她认识了北

京小爷王舒望（郑恺饰）。因为一场

误会，两人被困在海滨一栋没有人、

没有车，也没有手机信号的度假酒

店里。危难之中，来自一南一北的

两个陌生人擦出了爱的火花，短短

七天相处之后，他们就决定和对方

结婚。谁知，热恋之中的二人刚一

回国就遭到双方家长的疯狂“棒打

鸳鸯”。尽管陆露妈妈开出了苛刻

的结婚条件，但王舒望还是毅然放

弃了北京舒适的生活只身来上海打

拼。从热恋回归理性，从二人世界

走向彼此家庭，两个年轻人经历了

工作上、感情上各种人和事的考验，

最终等待他们的还会是大团圆结局

吗？《国民大生活》通过北京、上海两

座城市、两个家庭，不同青年人的感

情和婚姻来深度挖掘当代中国普通

百姓的生活风貌，在人与人之间的

矛盾、冲突、和解里植入了大量的价

值观和感情观元素。诸如买菜买一

棵还是买一车？甜豆浆还是咸豆

浆？枣粽还是肉粽？处处充满了这

些萌萌感的双城“对撞”。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又在北京打拼多年，郑恺对于这两

个大城市之间的地域差异可谓有着

深刻的了解。但即便如此，对于他

来说，王舒望这样的感情观还是只

能以欣赏和仰慕为主：“王舒望的感

情观有点像涮羊肉，热火朝天、特别

有激情。

袁姗姗来自湖北，比起上海姑

娘陆露，她的个性要豪迈不少。但

即便如此，拍戏过程中她也从陆露

的身上学会了敢爱敢恨，学会了勇

敢尝试。“我理想中的感情观应该是

把他们两个相结合。陆露作为一个

南方女孩，为了追爱可以追到北京，

可以追到吃卤煮、喝豆汁，这都是很

勇敢的。拍戏的时候我也尝试了，

但豆汁是真的喝不下去。”累累累2
（据北青网）

《国民大生活》开播

用爱情打败“南北差异”

叫好叫座的《湄公河行动》之

后，香港导演林超贤再拍新作《红

海行动》，11日,影片主创亮相，演
员们纷纷吐槽导演林超贤对他们

太“虐”。

“让大家感觉不知
道导演怎么想的”

《红海行动》以“也门撤侨”

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中国海军蛟

龙突击队奉命执行撤侨任务，兵

分两路进行救援的故事；同时，

恐怖分子首领正在密谋不法行

动，突击队必须阻止拦截。剧组

远赴摩洛哥，开启了长达四个半

月的拍摄，目前影片仍在紧张的

后期制作中。

每次拍新片，对林超贤来说

都是极大的挑战。他说自己拍

了20年电影，从来没有这么苦，
“真的，演员们可能都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尤其是我的监

制，他真的是拼了命，差一点在

那边倒下了。”

林超贤对主创和所有帮助

这部电影的人表示深深感谢。

他说自己在现场确实是很疯狂

的状态，因为要动用军备，而且

拍摄这部电影有很多意想不到

的困难和麻烦，“有时候我为了

要一些画面，让大家感觉不知道

导演是怎么想的，有时候变来变

去，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

所以，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演员受虐 导演自虐

林超贤导演的电影，几乎每

部都是让演员“受虐”的过程，例

如《激战》、《破风》、《湄公河行

动》等，但每部影片也以高品质

获得认可，已树立起林超贤的品

牌。

此次在 《红海行动》 中，

张译扮演队长杨锐，带着包括

杜江扮演的副队长徐宏、黄景

瑜扮演的狙击手顾准、蒋璐霞

扮演的重炮手佟莉等8名战友
完成任务。张译说，他们虽然

拍戏辛苦，像他一天最多时拍

20个小时，但是全剧组里，若
论辛苦谁也无法和导演比，林

超贤24小时连轴转，白天拍摄
晚上剪片子，甚至还翻车受了

伤，“一个导演为了一部电影能

够付出自己的全部，这样的事

情我真的是没有怎么见过，我

真的很激动，也很感谢导演。”

黄景瑜用一个词形容在摩洛哥

的日子：纯朴。每天就是起床

拍戏、收工睡觉。杜江说导演

是自己心里最拼命最负责的，

给自己上了一课，知道了一个

好的电影是怎么拍摄的。

《战狼2》没有用
《红海行动》的桥段

海清在片中扮演战地记者，

对于海清的加盟，于冬表示感

谢：“海清外号叫‘海大胆儿’，胆

子非常大，信我信导演就来了，

也没看剧本，背着方便面和行囊

就来摩洛哥了。我们居然在中

国找不到女一号，没有一个女演

员能接这个戏，大家想得到的当

红明星们都很忙，一听林超贤的

戏觉得好，但一听去摩洛哥这么

久，一看地图她们都怕了，只有

我们海清‘海大胆儿’一听这个，

‘我来’，马上就到剧组集结报

到。”

此外，于冬还解释道：“有人

说《战狼2》用了《红海行动》的
撤侨桥段，我可以负责任地跟大

家说，如果用了撤侨的概念，是

有的，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新闻

事件，如果用了剧本的故事桥

段，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到

现在谁也没看过剧本。剧本都

在导演脑子里，他没有写出一页

纸来。冯骥老师写的原创故事，

但接下来的所有改编全在导演

脑子里，他不向任何人透露。所

以说，《战狼2》使用我们的桥段
这是不可能的，到现在还没有人

看完整片。”累累累2 （据北青网）

《红海行动》亮相 拍“海外撤侨”

林超贤虐演员虐监制虐自己

《战狼2》除了刷新票房纪录，也
刷新了人们对张翰“霸道总裁”的旧

印象。本周二起，一部致敬中国电

影先驱的年代大剧《传奇大亨》登陆

浙江卫视周播剧场。该剧讲述了张

翰饰演的顾家老四顾延枚历经诸多

磨难，最终缔造了一个华语电影帝

国的传奇故事。张翰继《战狼2》之
后再度寻求突破，在剧中为观众揭

开中国电影早期的神秘面纱，带领

观众经历上世纪关于华语电影的黄

金岁月。

剧中，作为名不见经传的新人

顾延枚，张翰从歌舞升平的十里洋

场到充满泥泞的乡间小道，再到炮

火临城的九龙闹市，在时代的凶险

风浪中，他披荆斩棘化险为夷，最终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华语电影帝国。

选择塑造这个角色也是张翰对自我

身份的一次全新定位，历数他这些

年的表现，从电视剧到电影再到网

剧，“承包”的野心有目共睹。《传奇

大亨》中的顾延枚为了电影梦想拼

搏了一生，这与张翰本人在影视圈

奋斗多年的经历不谋而合。张翰表

示：“我想告诉所有的观众，就像这部

剧的剧名《传奇大亨》一样，这不仅仅

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传奇故事，也是

整个世界的精神传奇故事。”

据悉，为了打造逼真的代入感，

《传奇大亨》在多地取景拍摄，在艺

术视觉上全景复原了民国时期上

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文艺复古潮

流。导演庄训鑫表示自己下足了功

夫：“这部戏是有一点传记类型的电

视剧，所以在呈现的风格上，我基本

上排除了明亮的调色方式，而让摄

影师调成厚实、真实的，充满三十年

代的影像风格。另外，镜头完全没

有用浮夸的方式表达，演员也是真

实的表演方式，剧中有男主角在新

加坡、马来西亚当流动放映员露天

播放电影的剧情，这就必须找出16
厘米的放映机和器材，才会让观众

感觉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情

境。”累累累2 （据北青网）

《传奇大亨》登陆浙江卫视

张翰《战狼22》后再求突破

《维和步兵营》开播 演“海外维和”

杜淳靠态度靠演技靠自己
杜淳主演的中国首部聚焦

“蓝盔战士”题材电视剧《维和步

兵营》10日晚登陆江苏卫视黄金
档。很多观众看了两集将其概

括为剧版《战狼2》——其实该剧
并非“蹭热度”，而是真真切切立

足国际大视野，货真价实展现中

国维和作战部队的发展轨迹。

真实的维和、撤侨故事，炮火连

天的场景，同心同德的团队精

神，一展中国维和军人维护世界

和平、为国争光的风采。杜淳在

剧中饰演战神林浩楠，头戴蓝色

钢盔，身穿迷彩制服，沉稳善谋

尽显儒将风范。

《维和步兵营》讲述的是杜

淳扮演的“战龙”林浩楠带领我

国第一支维和步兵营在异国他

乡并肩作战、穿越火线、维护和

平的热血故事。“战龙”的出现将

让观众进一步了解到《战狼》中

的“冷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

非洲乃至全世界都有中国军人

的身影。

杜淳已在多部电视剧中展

现了扎实的演技功底，但在现代

剧中演军人尚属首次，他所扮演

的林浩楠有着“全能战神”之

称。杜淳以极强的敬业态度演

绎中国维和军人形象，无论条件

多艰苦，都坚持不用替身，亲自

上阵。《维和步兵营》拍摄过程

中，曾有演员在网络上发布片场

图片并公开表扬，“根本拍不到

脸的过场戏都不用替身的演员

已不多见，这才是演员”，而这位

演员正是“楠神”杜淳。 据悉，

《维和步兵营》作为中国首部维

和题材电视剧，剧中大量爆破戏

均为真炸，杜淳不仅在众多危险

场面中展现了“英雄本色”，而且

布光、架机位等工作还未完成之

前，杜淳就已经趴在地上等待，

诸多小细节保障了这个高强度

人物的完整塑造。累累累2
（据北青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