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奥斯卡也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是继

续相对地高冷下去？还是选择一条更能收获

观众欢心的康庄大道？如果是前者，《罗马》

毫无疑问成为最大赢家；如果是后者，《黑豹》

显然是更具“钱景”和趣味性的选择———

《黑豹》北美票房高达7亿，超过今年另外7部
入围作品的总票房。时间离2月24日颁奖礼
越来越近，最佳影片的战果却让人越发猜不

透了。

■《罗马》
若要论艺术成就，阿方索·卡隆的《罗马》

已然封神，但可惜奖项归属从来是人气、时局

的各方权衡。

故事发生在墨西哥城的一个中产阶级社

区“罗马”，镜头聚焦年轻的女佣克里奥以及

女雇主索菲亚。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被丈夫

抛弃，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两人该如何面对

苦涩的人生？《罗马》亦是导演阿方索·卡隆最

私人的一次创作，影片依据他儿时的记忆创

作而来。该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后，斩获

最高荣誉金狮奖，媒体也赞不绝口，阿方

索·卡隆用大师级别的美学造诣和视听语言，

拍出了一部细腻动人的佳作。《罗马》充满着

女性主义的光辉，看似不动声色，内里却有史

诗般的激流暗涌。

根据往常惯例，入围最佳影片和最佳外

语片的电影，必然当选最佳外语片。当Netflix
也不再是问题，就看《罗马》能否创下最佳外

语片+最佳影片的历史了。

■《黑色党徒》
又是一部师出有名之作：《黑色党徒》

是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得主，故事根据

2014年罗恩·斯塔尔沃斯所著的自传改
编，讲述一名科罗拉多州的黑人警察成功潜

入当地的3K党组织做卧底的故事。
《黑色党徒》在黑色喜剧的包装下，实

则也是导演斯派克·李对当下种族冲突的有

力抨击和强势表达。在电影尾声，斯派

克·李加入了希瑟·海耶(2017年美国弗吉
尼亚团体右翼集会遇难者)遇难的纪实片
段，电影故事和现实无限重合，带来极强的

冲击力。

■《黑豹》
《黑豹》是迪士尼出品的超英电影，全黑

人制作班底、连续5周登顶票房榜首、开画外
媒100%好评等一系列的噱头让这位来自瓦
坎达的“壕”国王迅速风靡全美，甚至席卷全

球。

奥斯卡提名又为本片打上历史的印

记———《黑豹》成为史上第一部获得奥斯卡

最佳影片提名的超级英

雄片。意料之外，情理之

中，毕竟这部由全非裔主

创制作的电影，也被认为

是一部促进好莱坞迈向

多元化的里程碑之作；很

早之前，深谙游戏规则的

大神导演诺兰就说了：

“最佳影片，《黑豹》有

戏！”美国演员协会授予

的“最佳群戏奖”，无疑为

《黑豹》竞争最佳影片增

添了一块重量级砝码，也

许《黑豹》所创造的历史，

不止步于提名。

■《宠儿》

《罗马》并不是名单中唯一的大作，《宠

儿》同样师出有名，斩获威尼斯电影节银狮

奖(评审团大奖)和最佳女主角。导演欧格
斯·兰斯莫斯将宫廷正史大胆地改编为一段

黑色的荒诞宫斗戏：大不列颠王国的安妮女

王与她的知己、顾问、秘密情人公爵夫人

SarahChurchill的关系，因后者的一位远方
亲戚的到来而被搅得翻天覆地，各位女性

为争夺女王的青睐和获得宫廷影响力而展

开了激烈的斗争。熟悉的宫斗戏码，却没

有落入“撕 X”的窠臼，整个呈现不浮于
表面，神来之笔不断。奥利维娅·科尔曼、

艾玛·斯通和蕾切尔·薇兹三位女演员的精

彩对戏（她们也各自入围表演类奖项)，让
人大呼痛快、过瘾！

不过，故事发生在18世纪早期的英格
兰，对北美观众而言颇有距离感，此外剧情

和当下并没有非常直接的互动，这些因素可

能都会让《宠儿》与奖项保持距离。

■《波西米亚狂想曲》
《波西米亚狂想曲》是一部传记歌舞片，

主要描述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默丘里的

传奇人生，片尾还高度还原了皇后乐队1985
年在“拯救生命”中的演出。

影片从传记电影来考量，质量一般。

《波西米亚狂想曲》仿似一本流水账，只求

将一个传奇人物的起起落落涵盖，中间过程

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影。电影不仅没用视听

语言为皇后乐队的传奇做加持，相反还有所

减损。

眼下这个当口，导演布莱恩·辛格还爆出

性侵的丑闻。如果《波西米亚狂想曲》斩获奥

斯卡最佳影片，那只能说：美国人民太爱皇后

乐队了。

■《绿皮书》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一名黑人钢琴家，为

前往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巡演，找了一个粗

暴的白人混混做司机。开车南下的过程中，

立场、性格和家庭背景都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从互不理解逐渐成为人生挚友。

种族题材大多苦大仇深，但《绿皮书》却

轻松幽默，暖心有爱。通过黑人和白人的“人

设对调”，观众也得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种族

问题。影片斩获了美国制片人公会最佳影片

的殊荣。凭借扎实的剧作(但剧作也显然不
够深刻)、精湛的表演和政治正确的讨巧题
材，《绿皮书》还是有竞争力的。

■《一个明星的诞生》
这是《一个明星的诞生》第N次改编，布

莱德利·库珀主导的再创作，并没有跳出原作

的狗血和平庸，若硬要论其闪光点，只有邀来

LadyGaga加盟这一项。该片也已经成为本
届奥斯卡最大的槽点，但同时，《一个明星的

诞生》也将为奥斯卡带来更多年轻的观众。

■《副总统》
《副总统》陪跑无疑。影片最大的卖点是

《大空投》原班人马出动。不过，据反馈，这出

政治荒诞片并不如《大空投》团队的前作来

劲，所以该片只能寄希望在克里斯蒂安·贝尔

拿影帝了。累累累2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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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文娱新闻

由张译、张国立、李建义主演的

电视剧《我的亲爹和后爸》正在东方

卫视播出。剧中，张译饰演的李梁

身兼大学讲师和作家双重身份，不

但肩负着养家的重担，还要想尽办

法平衡养父与生父之间的亲情关

系。对于如何面对如此复杂的“三

角”关系，张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剧中的角色为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

表演体验，“假如我遇到这种情况，

我还是一个希望都不伤害。我希望

让对自己有恩情的养父和生父都能

够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对于观众来说，张译的荧屏形

象一直与“接地气”的小人物脱不

开关系，无论是《鸡毛飞上天》中白

手起家的个体户，还是《守护丽人》

里热心上进的快递员，在他的演绎

之下焕发出勃勃生机，给观众留下

深刻印象。在《我的亲爹与后爸》

中，张译的荧屏形象实现新突破，

他饰演的李梁不仅西装革履，站上

三尺讲台，成为受人尊重的大学讲

师；还化身畅销书作者，以文字为

载体，向大众传播“心灵鸡汤”。对

于在以往表演经历中很少接触教

育行业的张译来说，这次表演给他

带来了新鲜的“职场”体验。对于

张译来说，这个角色最大的难度在

于“如何与过去同类型作品里的角

色做一个区分”，“作为一名演员，

首先就是要忘掉自己，演员最重要

的事情不是拿自己来找角色，而是

直接就奔着角色走。”

在开篇的剧情中，养父李东山

劝说李梁与生父李易生相认，但在

李梁心中，李易生早已如同“陌生

人”一般，他不仅“消失”数年，没有

尽到养育子女的责任，还搅和了“李

家”平静幸福的生活，“一夜之间有

那么多压力压在李梁一个人身上，

除了来自生活、社会、职场的压力

外，还要与生父以及他身边的人周

旋，还要操心两位父亲晚年的‘婚姻

大事’。”剧中，李梁为两位老爸操碎

了心。剧外，张译坦言，其实与两位

老前辈的合作，“有一种被幸福包裹

着的感觉。”因为无论是从表演上还

是待人接物方面，张译都希望成为

和这些前辈相像的人，“他们就是我

未来人生的方向，在他们的影响之

下，我能够沿着一条相对正确的，积

极向上的路去走，做一个好演员。”

在《我的亲爹和后爸》拍摄期

间，最让张译难忘的一件事是他凭

借《鸡毛飞上天》摘得第23届白玉
兰奖最佳男主角奖返回剧组后，张

国立和李建义与现场主创一起，为

他准备了庆祝活动，“大家为我准

备了一块制作精美的蛋糕，因为张

国立老师曾得到过白玉兰奖，他说

特别为我感到高兴。”

《我的亲爹与后爸》的播出档

期正好赶上春节，张译也分享了自

己难忘的春节记忆，“对于我来讲，

春节留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我爸

总是逼着我给大家演节目，这在我

心中形成了巨大的阴影，导致我直

到现在上台还特别紧张。”提到这

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张译坦言，自

己的这个春节又被工作“无情”地

剥夺。在被问到2019年有哪些新
年愿望时，张译说，“我希望大家都

能健健康康，家人平安，父母长寿，

我的猫都快乐，都能再多活几年，

然后把戏拍好了，对得起观众。”言

谈中，张译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

“不想让观众失望”，近几年，随着

一个又一个作品和角色深入人心，

张译已经成为大众眼中的“演技

派”，对于表演，他始终怀揣敬畏之

心，“我喜欢演戏，因为这不仅能给

我带来快乐，还能给观众带来愉悦

的享受，所以对于是否得到观众认

可这件事，我倒觉得不重要，我只

是不希望观众感到失望。”累累累2
（据《北京晚报》）

口碑：
四部大片各有千秋，

“选择困难症犯了”

春节档四部主力大片各具特色，观众

评价各有褒贬，但整体质量较往年有所提

升。有网友直呼，“看了朋友圈影评，选择

困难症犯了”。有趣的是，“父子情”、“梦

想”不约而同成为多部电影的故事关键

词。《飞驰人生》中，沈腾与儿子一起为赛车

梦努力。《流浪地球》中吴京与屈楚萧出演

了一段动人的父子情。《新喜剧之王》里的

父亲嘴上反对女儿进演艺圈，却暗中保护

着她的演员梦。

《流浪地球》：
成国产科幻电影突破之作

四部大片中，由郭帆执导的科幻大片

《流浪地球》口碑最佳。

近年来，关于“国产科幻电影何时崛

起”的讨论从未停止，而《流浪地球》的良心

品质，不仅实现了国产科幻电影的类型突

破，也让不少观众纷纷点赞：“我们终于有

了自己的国产硬科幻电影。”

有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打底，给予了影

片足够好的内容和沉淀，也赋予了《流浪地

球》更为本土化的叙事逻辑，例如在遇到灾

难时，不是放弃地球逃离到另一个地方，而

是带着地球这一人类共同的家园一起飞向

未来。

特效是影片成功的最大亮点，大城市

遭遇冰封，木星撞击地球等大场面相当壮

观，效果媲美好莱坞一流水准。

《新喜剧之王》：
是“炒冷饭”还是“忆初心”

《新喜剧之王》用频密的笑点，近乎纪

实性地揭开了一群小人物的生活，他们保

持一种对梦想的天真与执拗，让观众在捧

腹之余，也有一种很心疼的复杂情绪。

这一次，星爷没有让你频频笑出声，而

是会心一笑，或者偷偷擦泪，更多的是感到

温暖。整体来说是一个动人、温暖、有笑有

泪的励志故事。

女主角鄂靖文的表现可圈可点，演活

了一个小人物，在生活中撞得“头破血流”，

却依然不死心。父亲则是全片最大泪点，

饰演该角色的张琪是一位来自广州的演

员。

不过，《新喜剧之王》也是四部大片里

争议最大的。有观众认为，人物形象不够

丰富：“一味都是困境的堆叠，反而给人一

种为惨而惨的感觉。”也有观众质疑，故事

过于简单、平淡，甚至有“炒冷饭”、“卖情

怀”之嫌。

《飞驰人生》:
搞笑桥段笑喷，赛车戏“燃爆”

《飞驰人生》前半段保留着韩寒独特的

幽默感，“科目二没过”、“抱错恐龙”等桥段

让观众笑喷，后半段画风突转，赛车在极速

变换的弯道上加速，在陡峭悬崖边缘惊险

漂移，令观众心跳与车速一起飙升，超爽的

飙车场面，为梦想拼尽全力的热血燃爆全

场。

影片没有毫无节制地煽情、卖惨，没有

低俗笑料或廉价的心灵鸡汤。《飞驰人生》

里的韩寒对节奏、故事把握更成熟，却依然

掩盖不住内心的少年气，遗憾之处是前半

段依然过度依赖段子。

《疯狂的外星人》：
“笑果”低于预期，演技搭够

由宁浩执导，黄渤、沈腾主演的《疯狂

的外星人》目前票房第一，口碑却没有疯狂

起来。

喜欢的观众认为宁浩这次并没有继续

躲在喜剧的小天地里，而是勇于挑战，把

荒诞剧+科幻元素玩出了自我风格。不喜
欢的观众则对影片难掩失望之情，抱着看

喜剧的心情而去，却发现“笑果”远低预

期。更多的观众则认可了黄渤与沈腾的演

技，黄渤再度诠释了小人物“耿浩”，将

其身上的执拗、癫狂与矛盾展露无遗。沈

腾饰演的“大飞”有一种“假精明”的气

质，让观众捧腹大笑。累累累1
（据《广州日报》）

朋友圈掀起“影评大赛”《流浪地球》黑马逆袭

今年春节电影市场

火爆十足，“晒票根”、

“晒影评”刷爆朋友圈，

市场再度创出票房奇

迹。农历大年初一，8部
贺岁片同时上映，合计

共创造了14.55亿元的
票房，刷新全球单一市

场单日票房最高纪录。

更为可喜的是，今年这

个“最强春节档”并未出

现票房和口碑倒挂的乱

象，几部主力大片获得

了观众们的广泛好评。

票房:
《流浪地球》以口碑成功逆袭

截至9日，宁浩导演的《疯狂的外星人》
票房已经破9亿元，位列首位，位列第二的科
幻电影《流浪地球》的票房快马加鞭，与《疯

狂的外星人》不断缩小差距，该片在农历大

年初一时票房位列第四，随后凭借爆棚口碑

不断逆袭登上单日票房榜首。业内人士分

析，《流浪地球》的票房后劲十足，影院或会

继续为其增加排片，最终有望走出去年《红

海行动》的逆袭曲线，成为今年的大黑马。

韩寒导演的《飞驰人生》暂列第三，周

星驰新作《新喜剧之王》则因为口碑出现较

大争议暂列第四。两部动画片方面，此前

因为预热宣传片大火而声势颇高的《小猪

佩奇过大年》，不敌老牌的《熊出没·原始时

代》“闷声发大财”，后者以上映3天突破2.7
亿元的数据，位列八部新片的第五位。

演员方面，排名前三的电影中有两部

均为沈腾主演，类型多变的演技令其涨粉

无数，可以说，沈腾才是今年“春节档”的最

大赢家。

2019奥斯卡最佳影片前瞻
《黑豹》拿下大奖，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今年是奥斯卡的小小年，令人满意或具有话题度的作品寥寥，但创造历史

和反映历史潮流的关键表率犹在。比如，今年由《黑豹》、《黑色党徒》领衔的“黑

色势力”强劲；网络流媒体Netflix成为美国电影协会的新成员，和迪士尼、索尼、
派拉蒙等制作公司组成“新六大”，接下来就看阿方索·卡隆的《罗马》能否斩获

大奖了。

《黑豹》

《黑色党徒》

《罗马》

电视剧《我的亲爹和后爸》

正在播出

张译新年愿望:

拍好戏，
对得起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