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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组版 杜东霖 校对 徐霖

■2018年9月10日 星期一文娱新闻

北京时间9月7日凌晨4点，张
艺谋新片《影》在威尼斯电影节亮

相，导演张艺谋携主演郑恺、王千

源、胡军、王景春、关晓彤现身，张艺

谋荣获组委会颁发的“荣耀电影制

作人”奖，并登台致辞：“拍了几十年

电影仍能因为创新得到大家的肯

定，是一种重要的鼓励。”

张艺谋与威尼斯电影节渊源颇

深，两度斩获威尼斯最高荣誉“金狮

奖”，一次获得最佳导演“银狮奖”，

2007年曾受邀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
节第64届评委会主席。

武侠片《影》讲述诸侯之争，集

中展现在三国时期（约公元220年~
公元280年），一名落难主公及其群
臣如何密谋重夺故土。电影分别在

主公、主公之妹、下属都督、委身宫

廷的女子以及一位平民的视角下娓

娓道来。

张艺谋表示，自己一直喜欢拍

武侠片，拍《影》最重要的还是喜欢

“替身”这个故事。“在中国几千年的

文化中，肯定有‘替身’这样的文化，

可是在中国没有多少人拍。很多

年，我都想拍这个电影，‘替身’这个

职业的命运吸引着我，他们是很独

特的，关注他们的命运，探讨他们的

人性部分，是我的创作冲动，很高兴

今年完成这样一部电影。”

张艺谋表示，以前的电影都是

很浓郁的色彩，“好像成为我的标

志，其实我个人更喜欢《影》的色彩，

很中国，很像中国传统的古老绘

画。很多年来，我拍色彩鲜艳的电

影，但我一直想拍水墨画的电影，一

直有这样的冲动，这次终于完成了

这样的作品。现在电脑技术很发

达，你想把颜色褪掉，其实就是几秒

钟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这样做，你要

服装、道具多方面去做，在物质上还

原。我们的演员知道的，（拍摄）现

场跟水墨画一样，这是最有意思的

地方。”累累累2 （据《北京青年报》）

获评“荣耀电影制作人”

张艺谋因创新被肯定

将于9月22日中秋假期上映的
3D动画电影《大闹西游》已入围釜
山电影节“广角镜”单元，是一部值

得期待的影片。近日发布了终极预

告和海报。

大圣收徒 名叫伍元

终极海报上，小蓝猴坏笑着拉

下大圣头上的翎子，大圣则是一脸

看似生气实则宠溺的表情看着自己

淘气的徒弟。这对师徒戏剧般的表

情和互动，不禁让人好奇两人的相

处模式。

终极预告出场的人物也更重

磅，除了孙大圣和孙伍元这对欢喜

师徒外，还出现了孙伍元的小伙伴

狒狒和小姐姐琪琪。而大反派牛魔

王的身份也没那么简单。随着更多

人物出场，剧情逐渐露出端倪，让人

对电影本体也是愈加期待。

打磨四年 细节精良

除了人物，电影本身也历经四

年时间打磨，从剧本写作到最后成

片，前后更有300多名电影幕后制
作人员投入其中，片中的每一处场

景都是经过工作人员无数次雕琢，

才得以美轮美奂地呈现。

从国际版预告中可以看出其细

节制作之精良，以假乱真的瀑布、美

轮美奂的天空、孙伍元和狒狒身上

的毛发等都将影片的精致细节完美

呈现。色彩搭配也十分考究，每一

帧画面都可以给观众带来十足的视

觉享受。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还未上映

就已有好消息传来。此前，《大闹西

游》电影入围釜山电影节“广角镜”

单元，此单元主要展映优秀短片、动

画、纪录片和实验电影。作为新国

漫的代表，《大闹西游》受邀出征釜

山电影节，是对该部电影制作水准

的认可。累累累2 （据《法制晚报》）

3D动画电影《大闹西游》

大圣收徒 大闹中秋

近日，电影《未择之路》在北京

举行首映礼，导演唐高鹏、编剧岳小

军及主演王学兵、马伊■、朱耕佑、

王旭峰等悉数亮相，徐峥、李亚鹏、

高群书等圈内人士到场助阵。影片

将于9月14日全国上映。
作为一部公路题材电影，《未择

之路》通过茫茫戈壁滩上的二勇、小

眉、尕娃三人一路上经历的种种事

件，讲述了一个关于人性和命运的

故事。马伊■此番颠覆了大众惯有

的印象，诠释了一个偏男性化的“戈

壁之花”。马伊■透露，刚进组试妆

时造型很美，但不符合她对奔波在西

北风沙中的女卡车司机形象的理解，

于是下狠手改变造型和服装，肤色还

参考了已经在戈壁工作了很久的导

演，才有了如今大银幕上的“小眉”形

象。凭借这个角色，马伊■还获得了

第七十五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聚焦

中国”单元焦点女演员奖。马伊■坦

言：“这次我确实演得很过瘾。”

片中，几位主角都在或主动或

被动做选择，最终也走向了不同的

结局。导演唐高鹏感慨道，影片的制

作过程也经历了艰难的选择：“这部

电影从最初设想到最终完成，经过了

六七年的时间。创作故事的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选择，让人很困扰。其

间，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和支

持，特别感谢大家。”累累累2
（据《羊城晚报》）

马伊 颠覆出演《未择之路》

暑期档本是古装剧、偶像剧、

流量小生IP剧的天下，面对热门题
材和网络视频平台前后夹击，刚刚

在北京卫视收官的“大三线”题材

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却逆风翻

盘，收视率牢牢占据省级卫视黄金

档前三，口碑也持续发酵，不仅引

发同龄人怀旧，不少年轻人也加入

追剧大军。

源 于 理 想 发 于
记忆 冀于未来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讲述了

一群怀有崇高理想的大学生，为实

现理想，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投

身科研设计，为航天梦想付出青春

的故事。该剧聚焦新中国成立初

期“两弹一星”的研发事业，从建设

初期一直讲述到改革开放后的新

时代，堪称一部航天事业发展变革

的编年史。

“之所以想做这部剧，就是因

为我是50年生代人。我们这个年
龄段对那个年代会有一种记忆或

者留恋，对这种题材有一种先天的

亲近感。”这个让总制片人铁佛留

恋追忆的年代，正是《那些年，我们

正年轻》的年代背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

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

力威胁和核讹诈，加强战备，逐步

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50年代中
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

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一项重大

战略决策——“三线建设”。为此，

中央军委成立了专委会，在“两弹”

中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导弹的

升天被提上日程。为了打破外国

对中国研制核导弹时间的预测，专

委会决定将核导弹研发的时间，由

美苏两国预测的10年或8年缩短
为5年，而最后，钱学森在会议上表
态：“用3年时间让核导弹上天。”

由此开篇，以我国航天事业的

发展为主线，以张利军（杨烁饰）、

陆若文（苏青饰）、向晴（练练饰）和

马朝阳（荆浩饰）四位年轻人的情

感经历为辅线，四人在老师高占武

（任程伟饰）的带领下，为了航天梦

想，将青春甚至生命献给了新中国

的导弹和火箭的研发事业。

七年创作路 尊重
英雄 尊重历史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的创作

耗时七年，主创团队翻阅了大量与

题材相关的报告文学，实地采访了

多位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退休技

术员，时至今日，这些老人中已有

多位离世。为了在剧中真实再现

导弹与火箭发射的过程，主创团队

不惜斥巨资，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八一厂、中国档案馆甚至

国防科工委的资料馆，购买了与之

相关的所有影像资料。

除此之外，剧组在“两弹一星”

研究基地之一的四川绵阳实地取

景，当年邓稼先工作的防空洞首次

在荧屏上出现，而剧中制造导弹、

火箭零部件的工厂也选在了曾经

生产榴弹炮的工厂旧址。在此基

础上，道具组从全国各地搜集的道

具，足足用了12辆卡车进行运输，
拍摄期间把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
车间堆得满满当当。

剧中的军装也是严格参照当

年的军装制式，从“五五式”到“六

四式”做出了三种变化。在追求

“短、平、快”带来即时利益的创作

环境下，该剧主创用了七年的时间

进行准备与创作，“凡是真实的东

西和真诚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

会过时，也不会是不合时宜的。”该

剧总制片人铁佛如是说。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第一稿

剧本来自原先在基地某研究所任

管理员的黄鉴。制片人铁佛透露，

以往聚焦这一题材的影视作品大

多是纪录片，如《三线风云》、《大三

线》等，或是从领袖的角度来记叙，

很少有通过普通人视角完整展现

“大三线”航天人的故事。

“真正的演员会看
剧本挑戏”

制片人铁佛透露，2015年开拍
时，在演员片酬占比总投资动辄6
成甚至7成的市场环境中，这部作
品却做到所有演员的片酬只占

30%，“真正的演员会看剧本挑戏”。
被打动和深深吸引的不仅是

前期参与的主创。该剧演员阵容

中不乏因为《欢乐颂》大火的杨烁，

也有最近因为《延禧攻略》而备受

关注的尔晴扮演者苏青，更有一大

批老戏骨力撑全剧。

制片人铁佛透露：“就是这样

的阵容，所有演员的片酬加起来只

到总预算的30%。主演杨烁以市场
价的1/2出演，高明、倪大红等老戏
骨也仅象征性地领取演出费。”

曾经塑造过许多经典“老干

部”形象的国家一级演员高明，在

剧中扮演了一位先有国再有家的

司令员。作为部队长官，他全力支

持科研；作为父亲，他将女儿带上

一线。在接到剧本前，高明想着

“踏踏实实过个春节”，婉拒了制片

方的邀请，接到剧本后，他随即转

变态度：“非演不可”“哪怕大年三

十都拍”，甚至不谈酬金，“给多少

算多少”。

高明的加盟，对于该剧来说可

是“捡到了宝”：为了塑造一个温情

的父亲形象，他赋予了司令员充满

“云南调调”的“高式四川普通话”，

这种“充满小感觉”的“生活式演

绎”让一众青年演员忍不住偷师，

把其对人物细腻的处理“偷偷记在

小本本上”；梅花奖获得者倪大红，

在剧中扮演了唯一沿用真名的角

色——大工匠刘连柱，剧中朴素的

倪大红，用他与众不同的表演方

式，塑造了一个手艺超群、内心透

彻的工匠形象。

一直在“谍战剧”中抓间谍、斗

特务，被称为“谍战剧一哥”的于

震，此次在剧中重操旧业，轻车熟

路地将潜藏在基地中的特务一网

打尽，同样被剧本吸引的他，更是

用不到一天的片酬拍完了整部

戏。除此之外，在现象级热播剧

《人民的名义》中饰演育良书记的

张志坚，百花、华表双料影帝王庆

祥以及金鸡影后岳红，都为这部历

时七年制作而成的情怀大剧提供

了质量保证，在强强联合中倾力打

造航天事业人物群像。累累累2
（据《北京青年报》）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

暑期档“黑马”片酬仅占投资三成

9月7日晚，著名小提琴家盛
中国因病逝世，享年77岁。作为
中国交响乐团国家级小提琴独奏

家，盛中国是最早在国际上为中

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代

表作品有《梁祝》等，小提琴大师

梅纽因称赞其为“我在中国演奏

巴赫的最好合作者”。

生于音乐世家
盛中国出生于一个音乐世

家，父亲盛雪是中国著名的小提

琴教授，母亲朱冰从事声乐，他

们养育了11个孩子，其中10位
成为音乐家，9人选择了小提
琴。作为家中长子，盛中国未满

6岁便正式追随父亲学艺。朱冰
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幼小的盛中

国听到可以学琴消息后，拍起小

手欢快地叫着：“我能用真的小

提琴拉出好听的曲子啦！再也不

用用嘴哼着唱啦！”朱冰告诫

他，学琴之路很苦，要忍受得住

父亲的严厉。盛中国懂事地保

证：“只要爸爸教我拉琴，再打

再骂我也不怕！”

正是在父亲的严厉和母亲的

温柔教导下，盛中国成为最早在

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

家之一。盛中国成名之初，围绕

他的掌声、鲜花和荣誉渐渐多了

起来，父亲盛雪敏锐地觉察到了

儿子有些骄傲自满，就毫不客气

地给他教训：“我就是打错了，也

不后悔，得让他知道谦受益、满

招损，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

享誉国际乐坛

盛中国在上世纪 60年代赴
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留学，回国后在中央乐团任独奏

演员。1979年，小提琴大师梅纽
因首次来华访问，与中央乐团在

民族宫剧场演出，他和盛中国共

同演奏了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

曲，并称赞盛中国是“我在中国演

奏巴赫的最好合作者”。

盛中国多年来活跃在国际乐

坛，为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

很大贡献。1980年，他在澳大利
亚6个城市举办了12场音乐会，
成为中澳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

碑。澳大利亚ABC广播公司将他
列入“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的行

列。

从1987年开始，盛中国每年
都去日本演出，并将演出所得的

一部分捐赠给世界各国留学生作

医疗基金，日本政府授予他“文化

大使”称号。

几十年来，盛中国多次应邀

到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国

家举办独奏音乐会，并多次与国

内外交响乐团和世界著名指挥、

音乐家同台演出巴赫、莫扎特、贝

多芬等人的名曲。累累累2
（据《羊城晚报》）

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去世

大师驾鹤西去《梁祝》乐韵不绝

9月7日，相声界泰斗常宝华
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创作不
到点儿，表演不起眼儿，混了大半

辈儿，弄个半熟脸儿。”著名相声

表演艺术家常宝华时常用这句话

来总结自己的舞台生涯。7岁学
艺、8岁登台，长大后当过海军、当
过农民、当过工人，常宝华将生活

中的酸甜苦辣转化为幽默，在舞

台上为观众带来欢乐。

常宝华出身相声之家，“常氏

相声”为常连安及四子常宝■、常

宝霖、常宝霆、常宝华创立，排行

第四的常宝华人称“常四爷”。幼

年的常宝华跟着大哥生活，耳濡

目染，也对曲艺产生了兴趣，人生

第一次登台就是和两位兄长合说

《训徒》。1951年，21岁的常宝华
成为相声大师马三立的得意门

生。

常宝华创作成果丰硕，历年

来创作（包括合作）相声、小品、快

板等作品170多篇。1976年，常
宝华与侄子常贵田创作并演出相

声作品《帽子工厂》轰动一时，成

为当时相声介入社会生活的代表

作品之一。上世纪 90年代初创
作的《追溯》，开创了介于相声和

小品之间的舞台风格。2006年8
月，常宝华被授予中国曲艺界的

最高荣誉——“牡丹奖”终身成就

奖。

对待艺术创作，常宝华有着

深刻的思考。老人曾在一次采访

中表示：“我不喜欢匠，我喜欢

艺。匠和艺是有区别的，我们要

做艺人。”也曾寄语后辈：“相声不

是耍贫嘴，幽默不是出洋相；创作

相声，要有思想，要有生活，要有

丰厚的内容，才能使相声继承下

去。”据悉，常宝华晚年受哮喘困

扰，体质比较差，但从不间断相声

艺术创作，在去世前半个月仍然

坚持创作。累累累2
（据《羊城晚报》）

业界追悼相声大师常宝华

曾寄语后辈“幽默不是出洋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