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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4日晚，第 38届香港电

影金像奖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无双》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最佳摄影、最佳剪接等在内的 7
项大奖，以 17提 7中的成绩成为

当晚的最大赢家。

在演员方面，黄秋生凭借《沦

落人》，继《人肉叉烧包》和《野兽刑

警》之后第三次获得最佳男演员；

最佳女主角则由《三夫》中的曾美

慧孜获得，这也是她第一次入围金

像奖。曾美慧孜在发表获奖感言

时感谢了张国荣，“在我心里哥哥

（张国荣）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从他

身上知道了什么是‘戏比天大’，多

谢金像奖！”

《我不是药神》 拿下最佳两

岸华语电影，导演文牧野发表获

奖感言时表示，自己非常感谢香

港，自己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

自己一半的电影知识也来自香港

电影，并祝福香港电影越来越

好。2
（据《新京报》）

《无双》独揽7奖

成香港金像奖大赢家

由黄磊、闫妮、韩童生、崔新

琴领衔主演，安吉主演，丁嘉丽、

冯嘉怡、沙溢、果靖霖、胡可特邀

主演，汤唯友情客串，著名编剧吴

楠自编自导的电影《狗眼看人心》

于昨日曝光“复仇”版终极预告。

预告中，小狗妮蔻为救主人

而被未拴绳的藏獒咬成重伤，面

对肇事方的威胁恐吓，狗嘴逃生

的主人余峰 (黄磊 饰)立誓死磕到

底：“妮蔻把一生都给了我们，

不能辜负她，不然我们不配做她

的主人。”一家人原本平静的生

活被打破，为爱犬复仇义无反

顾。

主人与狗狗彼此拼力守护，

深厚感情真挚动人。有过类似经

历的黄磊感慨：“狗狗的一生并不

长，却爱我们如生命。”曾养过狗

的闫妮同样深有共鸣：“狗狗可以

为了我们挺身而出，身为主人的

我们，不能辜负它们的付出。”

影片中，“狗咬狗”事件逐步

演变成“人斗人”，小事不断发酵，

最终失控成大事。电影不止讲述

了催泪暖心的人狗温情，同时深

入聚焦当下社会的种种现实问

题，一件小事就能摧毁一个普通

家庭，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话题，

针针见血，令人发省。

黄磊坦言：“故事是围绕狗展

开，但最后还是回归到了人，小事

也能变成大事。”闫妮则感慨：“电

影很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很多事

都不可预知。人其实是很脆弱

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

“电影原名叫《人模狗样》，来

自片中一句台词‘咱也混得人模

狗样的，关键时刻，一个像样的朋

友都没有。’”谈及电影的故事内

核，导演吴楠透露，“主人公人模

狗样的生活面临崩塌，发现自己

如此脆弱百无一用。”

据悉，电影《狗眼看人心》将

于 4月 20日在全国上映。2
（据《北京青年报》）

电影《狗眼看人心》

闫妮新片搭档黄磊

近日，爱情电影《如影随心》

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导演霍建

起、原著安顿携主演陈晓、杜鹃、

王嘉、马苏一同现身。

电影《如影随心》讲述了小提

琴家陆松与设计师文罂二人在巴

黎因一张唱片相遇结缘，却又不

断面临情感难题的故事。

影片由霍建起、薛晓路联手

打造。出品人薛晓路曾导演《北

京遇上西雅图》系列；音乐总监则

邀请到金牌制作人陈建骐，他曾

为《后来的我们》与《比悲伤更悲

伤的故事》制作大热歌曲；那英则

为电影制作并演唱主题曲《两个

人一个人》。

导演霍建起称影片筹备近十

年，为了更贴合当下都市情感观，

多次调整打磨剧本，制作颇为用

心。他还爆料，陈晓杜鹃有场扯

床单的戏拍得很欢乐，陈晓还掉

到了床底。

陈晓则自曝为了演好陆松这

个成熟男性角色，不仅首次尝试蓄

胡须造型，在片场每天坚持晨跑减

肥，还学了半年小提琴，笑称刚开

始的“魔音”只敢关上门对着自己

儿子“小星星”反复练习，更是调侃

与杜鹃的组合是“美女与野兽”。

电影首映以后，原著作者安

顿大赞，“影片十分惊艳，导演特

别年轻、特别时尚，而且把这个故

事表达得特别棒”。在导演霍建

起看来，这部影片是拍给当代都

市男女的情感警示录，“提前预知

爱情婚姻里将面临的问题，学会

如何处理，更好地平衡情感里理

性与现实的落差问题”。

据悉，电影《如影随心》将于 4
月 19日在全国上映。1

（据新华社）

《如影随心》首映

陈晓为戏蓄须减肥苦练琴

《我的宠物是大象》

刘青云：觉得傻一点也挺好

《我的宠物是大象》创作灵感来

源于真人真事，云南人周伟本是富豪，

却养了 5头大象做宠物，可大象的胃

口实在太大，每头象一年的基础开销

就是 200万元之多。为了养象，周伟

21年间花光了所有身家，甚至居无定

所。影片则讲述了由刘青云饰演的以

大象表演为生计的马戏团老板齐伟，

为了能让大象吃到足够的象草，与尤

婧茹饰演的刁蛮任性的千金大小姐杰

西卡斗智斗勇，其间发生的欢喜情缘。

老齐一开始赚了些钱买了几头

大象，之后他发现大象能赚钱，就搞了

一个马戏团。刘青云认为老齐比较天

真也很幼稚，“什么都不懂就空有梦

想，但渐渐发现大象要吃很多东西，钱

也越来越少，生计成了问题，慢慢地大

象让他重新面对了残酷的社会现实”。

剧情 养象败家

在平常人所理解的世界里，大象

并不能飞，而养大象在现实中听起来

也很不靠谱，刘青云饰演的老齐，一

心在想“为什么大象不能飞呢”，年少

的他酷爱折腾、喜欢刺激，要么身体

在动，要么脑子在动。到了中年，宿

命将大象带到了他身边，为他指明了

人生新路标，但伴随而来的无尽的象

草需求，又让他为难。中年的老齐带

着大象咬牙坚持，与生活奋战到底。

被问到结合自身经历，有没有和老齐

这个角色有共性的地方，刘青云笑着

想了想，带着憨憨的口吻说：“可能我

跟他都有一种傻的冲劲，对，我们最

大的共同点就是有点傻，但对想做的

事情始终有股劲。”刘青云口中的“傻

劲”，大概在老齐的追梦过程中体现

得淋漓尽致，“其实他没什么很大的

赚钱能力，很多事情都不会，有很多

机会也没有把握，就单靠自己的傻

劲，一股脑地向前冲”。电影中，老齐

有一句台词，“不怕少年多荒唐，就怕

中年追梦想”，这句话也给刘青云很

深刻的感悟，提到自己的追梦经历，

他说梦想给了他拍戏的意义，“大部

分当演员的人都有梦想，不然这是很

辛苦的事。拍大量的夜戏，夏衣冬

穿，最热的时候去非洲取景，都是很

辛苦、也很难忍受的过程。其实如果

你不喜欢这个工作，做起来就会很痛

苦”。那他是如何像老齐一样坚持下

来的呢？“其实我运气比较好，从来没

发现自己经历过什么低潮，就像我刚

才说的，我傻，所以没发现（大笑）。

有些时候傻一点也挺好，你不能每分

每秒都很清醒。”

表演 和老齐一样有傻劲

刘青云回忆他第一次在飞机

上看到《我的宠物是大象》的剧本

初稿时就答应接演，他说自己真的

很喜欢这个剧本，“我不认识导演，

这个阵容也有很多未知，就像最开

始我也不知道林雪会演，其他的演

员也不熟悉。就像我从来没去过

云南，但就因为这个剧本这一切就

发生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能

碰到一个喜欢的剧本就别想那么

多，拍出来的效果好不好也不重

要，既然有了就去拍，然后我就去

了。”电影中，大象是梦想的隐喻，

也代表着人生要直面的现实，刘青

云也赞同理想往往是很沉重的，让

大象飞起来的概念成了对梦想的

表达：“人人都有梦想，但梦想要付

出很多代价，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

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很多，要看你

的梦想是怎样的。大家看的时候

应该想一想，我们应该怎样好好

活着？这个很重要。你看老齐，

尽管需要折腾，但他的人生很有

意思，充满奇遇，他没有白过自己

的生命。”狂热地追梦，为了简单

天真的梦想用尽浑身解数，究竟

是悲是喜，刘青云说要交给观众

来解读。

剧本 狂热追梦，让大象飞

谈到为何会选择刘青云演老

齐，导演邵晓黎解释说：“老齐要满

足三个条件：一是幽默，二是演技

好，三要有东南亚风情（皮肤黑），

你想想除了刘青云还能有谁？”这

次，电影也专门在云南进行取景拍

摄，这段经历刘青云看来极度珍

惜，“不是拍戏，我大概怎么都不会

去那里，每天中午很热，大家会停

工一两个小时，我就坐在帐篷里看

风景、吃冰棍，我觉得挺开心的。”

最让刘青云兴奋的收获就是

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田，他说自己从

来没见过这样美的地方，所有地方

都是黄色的，让他特别开心。被问

到有没有在油菜花田里拍写真，他

满脸惊喜：“有，我拍了很多照片，

还给林雪拍了不少，我发现真的很

美。重要的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有

什么机会再去，我一个人也找不到

那里，要开很久的。”除了油菜花，

还有和孔维的探戈戏，他表示曾和

导演表达自己不太会跳舞，练了几

天以后才硬着头皮上阵，“我对我

的舞技还是很不满意，都是闹着玩

的”。2 （据《新京报》）

尝试 第一次看油菜花、跳探戈

由刘青云主演的影片《我的宠物是

大象》已于 4 月 12 日公映，在香港警匪

电影中多以严肃干练形象出镜的刘青

云，这次与内地导演合作，不但首次以

全普通话原声出演，更是以唱歌跳舞大

笑 的 喜 剧 形 象 颠 覆 了 自 己 的 固 有 印

记。这也是他继 1994 年出演《股疯》后

再次在内地影片中担任男主角。

一部反映平反冤假错案的电视剧开播——

没有抹黑与颂扬《因法之名》还原真相
李幼斌、李小冉、张丰毅领衔

主演的 45集法治题材电视剧《因

法之名》4 月 14 日晚登陆北京卫

视黄金档。该剧是反映平反冤假

错案的电视连续剧，根据真实案

件改编。

题材
《因法之名》源于真实案件

“法治题材”一直是影视行业

中一座亟须开发的“富矿”，原来有

人说这样的题材是一个“沙漠禁

区”，但国家一级编剧赵冬苓和导

演沈严、刘海波一同“啃”下了这块

硬骨头。《因法之名》正是这样一部

取材于真实案件，着眼于还原社会

真相与人性的优秀作品。

《因法之名》讲述了李幼斌扮

演的部队转业的刑警“葛大杰”因

好友在追捕嫌犯时不幸殉职牺牲，

由“怒”生“错”，间接导致冤假错案

的产生。然而，碍于当时司法制度

的不完善，张丰毅扮演的检察官即

便心怀疑问，也只得妥协。时隔多

年后，李小冉扮演的新生代检察官

“邹桐”与律师共同努力，多年冤案

最终沉冤昭雪。

该剧将时代变迁、儿女情长

交织在抽丝剥茧又惊险刺激的剧

情中，情节由浅入深，震撼人心，

全面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制度的进步与发展。

话题
更关注对“受害人”的影响

“情”与“法”的矛盾创作是一

个永恒的话题，“每一个人都会犯

错，每一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秘

密’。”赵冬苓表示，“我更关注这

些人在冤假错案影响下的‘情感’

与‘生活’，特别是‘受害人’一

方。”

在公平正义来临之时，当沉冤

昭雪之日，即便法律层面的纠错已

经完成了，但对每个人良知、心灵

和精神的拷问才刚刚开始。无论

是因为愤怒冲昏头脑而“误判”的

葛大杰、自小就被冠之以“杀人犯

之子”的许子蒙，还是被关押数年

又“无罪释放”的许志逸，他们都没

有“错”，而人生却被彻底颠覆。这

也正是赵冬苓笔下被刻画得最为

生动细腻的部分，“有些伤害是永

远无法被治愈的，一件冤假错案影

响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改变了

几代人的命运”。

人物
赵冬苓：法律是我天

生的兴趣

赵冬苓从业近 30年，创作了

诸多脍炙人口的影视佳作，其中

《激情辩护》《上学路上》《中国地》

《红高粱》等作品曾荣获华表奖、飞

天奖、金鸡奖、白玉兰奖等奖项中

的最佳编剧奖。其实，赵冬苓与

“法律”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无论是作品《猎狐》《冷案》还是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诸多议

案无一不是围绕“法律”而展开的。

《因法之名》是赵冬苓近年创

作中最喜欢也是最花费心血的一

部 作 品 ，“ 法 律 是 我 天 生 的 兴

趣”。她直言，“我没有办法停止

这份热爱，它对我来说如同手

足”。只要与“法律”相关的题材，

赵冬苓便会热血沸腾，愿意不计

代价地埋头于创作之中，有机会

就会去摸索尝试。赵冬苓也指

出，目前市场上一些法律与法治

题材相关的作品都缺乏“合理

性”，她直言，“如果真的想要写好

这类题材，必须下足功夫去研究

学习相关法律知识”。

《因法之名》由于题材的特殊

性，在创作时既要保持政治的正确

性，又要保证剧本的真实和严谨

性，为此整个团队也是煞费苦心。

在创作剧本之初，为了更好地

把握其中的法律细节，赵冬苓便深

入司法机关学习了解内部设置和

工作流程，“检察院会对我的写作

工作进行层层把关和指导”。她表

示，“当时得到的更改意见足足有

几页纸之多，我全部熟记于心”。

平时一有空闲时间，她便会潜精研

思，不“放过”任何一条法规、一例

法条。《因法之名》中所有“罪行”与

“处理”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刑法》

和《刑事诉讼法》条款，“我们的法

律在不断完善，剧本也会时刻跟随

法条法规更新”，赵冬苓笑称，“我

也算是‘半个法律人’了”。

没刻意抹黑或颂扬
通过真实还原真相

前期深入的调研和体验也给

赵冬苓带来了灵感启发，“没有

一件冤假错案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或栽赃陷害”。她指出错案比例

逐年下降，“国家的司法制度在

逐渐完善”。所以在 《因法之

名》 中，赵冬苓并没有故意“抹

黑”，也没有刻意“颂扬”：“一

个十足的‘恶人’或许会引发

‘众人讨伐’。”但她表示希望通

过真实来还原真相，“人性本

善，我不想用哗众取宠的方式博

得喝彩”。对赵冬苓来说，生活

本身是个“对立体”，充斥着冲

突而又填满了美好，“如何表现

出这种‘矛盾’才是最关键的，

通过‘无底线’的夸大人性恶或

塑造虚妄的幸福和谐并不是现实

主义。”

《因法之名》是赵冬苓编剧生

涯中最为艰难的一个剧本，光故

事大纲就反复更改了十四稿，在

编剧行业里被称为“快手”的她

完成整个剧本耗时一年之久。在

写前六稿时就断了思路，感到

“举步维艰”，不知如何继续完

成，那段时间对于赵冬苓来说是

“灰色”的。

赵冬苓坦言：“我一度怀疑

自我，甚至感到绝望。但最终大

家对于故事的肯定，给予我极大

的鼓励。”不仅是剧本创作中的

困难，这部作品在审查过程中也

面临层层把关，几度传出播出消

息，但一直却未能实现。当得知

《因法之名》 最终在北京卫视定

档时，她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

“等待的过程对我来说太漫长

了，这种煎熬的心情与创作时的

痛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1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