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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电影《喜欢你》将于 4 月
28 日上映，影片近日在北京举办
发布会，监制陈可辛、许月珍携导
演许宏宇及主演金城武、周冬雨
出席亮相，分享拍摄幕后趣事。

金城武吐槽周冬雨乱出牌

《喜欢你》讲述了一对不搭
调的男女因美食而结缘的奇妙
爱情故事。周冬雨称自己饰演的
顾胜男“是一个比米其林最高星
还厉害的厨师”，为了表现厨艺
高超她还特地去厨师学校学习。
周冬雨自爆现实中也特别喜欢
做菜，“但得有人敢吃，反正我自
己从来不吃自己做的菜，最拿手
的是炒鸡蛋”。

在搭档金城武看来，“胜男
性格上不拘小节，又很感性，表
面非常细腻严格，内心可能完全
相反，看她家里五颜六色像猪窝
一样就知道了。但正是因为这
样，她能做出很厉害的料理，吸
引了片中我饰演的男生。”周冬
雨则称片中的金城武“要求很
高，脑袋可能还有点问题”，是个

“能赚 350 亿美金的毒舌吃货”。
这是周冬雨和金城武首次

合作，有着近 20 岁年龄差的两

人配合起来却很欢乐。周冬雨的
“不按套路出牌”常令金城武哭
笑不得：“她太特别了，演出的方
式很不一样。她拍每一条都会给
你不一样的东西，我特别想说，
你怎么不跟着脚本走。”

周冬雨则称:“现场永远是一
个场景，就是他和导演、监制在
讨论戏，我跟在屁股后面听，我
只管听话，完全插不上话。”对于
金城武的印象，周冬雨说 :“他是
个体力特别好的演员。因为他演
有钱人，场景都很贵，我们有一
场戏得把整个酒店包下来，为了
节省资金，必须压缩时间赶紧拍
完。他连续拍了三十多个小时，
我半路去的还一直打哈欠，他却
完全没事。”

陈可辛赞《喜欢你》不俗套

初识金城武的场景，陈可辛
仍历历在目，“当年我在拍戏，隔
壁就在拍《重庆森林》。其实无论
什么年代，我都很讨厌小鲜肉，
但当时就被他深深吸引了。”谈
及这次的合作，陈可辛称 :“先有
金城武，后来才找周冬雨。其实
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人觉得他们
不搭。我这个人有时候比较任

性，《七月与安生》让大家看到了
周冬雨的爆发力，她也能让这个
故事有更多不同年龄层价值观
的碰撞，我觉得这样更有趣。”

导演许宏宇虽是首执导筒，
但他与陈可辛、许月珍已经共同
工作超过 12 年，“在电影上，可
以说我是他们亲生的，从入行到
现在就一直跟他们两位合作。我
一直想拍爱情片，拍一部能让我
回想起初恋感觉的电影，刚好陈
导又找到我，所以就拍了这部

《喜欢你》。”陈可辛称赞许宏宇:
“他是个剪片的天才，有时候不
需要导演交代就能剪出导演想
要的东西，我的很多片都是他剪
的。其实拍电影就是讲故事，除
了导演，最需要懂得如何讲故事
的就是剪辑师。很多导演都是剪
辑师出身，我就跟他说什么时候
准备好了就可以自己执导，刚好
这次有机会，他也愿意拍。”

去年，陈可辛监制的《七月
与安生》一鸣惊人，对于这次的

《喜欢你》，他也表现得信心十足:
“爱情片不是都一样的，我们这
里有喜感的、轻松的东西，也会
有很多惊喜，不会是观众一下子
就想到的样子。 本报综合

日前，《美人鱼 2 》已经立
项，大热的《美人鱼》终于要拍
续集了。

2016 年大年初一，周星驰
带着《美人鱼》创下了 33 亿的
华语电影最高票房记录。《美
人鱼 2》将延续第一部的故事，
并且星爷这次估计要玩真科
幻，讲述能够任意穿梭太空的

“虫洞计划”出现，人鱼珊珊成
了太空员，刘轩也复出商场，
第一部结尾吴亦凡扮演的龙
剑飞也将升级为主要角色，并
增加了一个新角色龙天娜。

据了解，项目将由周星驰
本人的星辉公司主导，演员阵
容尚不可知。但是，从梗概来
看，林允、邓超、吴亦凡都有望
回归。记者联系到新任“星女
郎”林允，林允表示还不知道
此事，不过，她说，不管能不能
演，都会祝福。 安东

范冰冰再夺影后
还是靠

北京时间 3 月 21 日晚，第
十一届亚洲电影大奖在香港举
办了盛大的颁奖典礼，并揭晓
了诸多奖项。范冰冰凭借电影
《我不是潘金莲》荣获本届亚

洲电影大奖影后，此次亦是
继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
影节后，《我不是潘金莲》
为范冰冰带来的第二份
“影后”殊荣。

2007 年至今，范冰
冰主演或参演的电影先
后 4 次入围国际 A 类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2007 年，范冰冰凭借电
影《苹果》入围柏林国际
电 影 节 主 竞 赛 单 元 。
2010 年，凭借电影《日照
重庆》入围戛纳国际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同年，
范冰冰主演的电影《观

音山》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同时她也斩获了
最佳女主角奖，成为中国影坛
获得国际 A 类电影节影后的
首位 80 后女演员。2016 年，
由冯小刚导演，刘震云编剧，
范冰冰主演的电影《我不是

潘金莲》入围圣塞巴斯蒂安国
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范冰冰
摘得“银贝壳奖”，拿下了人生
中第二个国际 A 类电影节影
后称号。

今年，她又凭借该片斩获
第 11 届亚洲电影大奖影后桂
冠，《我不是潘金莲》也成为了
范冰冰继《苹果》、《观音山》后，
又一经典代表作，她在片中颠
覆性的造型和表演，更在观众
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范冰冰对于此次获奖表
示，这次入围的女演员确实都
非常优秀，没想到评审团会把
这么重要的奖颁给她。此次范
冰冰获奖首先感谢的是冯小刚
导演，范冰冰表示：“因为他是
我的伯乐，也是我的恩师，在 12
年前他找我拍了第一部电影

《手机》，我在里面演了一个角
色叫武月，那次冯小刚导演第
一次把我带进了电影的世界，
打开了我对电影的感知，在中
间的很多年里，冯小刚导演一
直都在拍戏，我也特别想演他
的电影，但是一直都没有这样
的机会，在 12 年后，《我不是潘

金莲》这部电影要开机的时候，
导演打给我说，让你演一个你
从来没演过的角色。”

范冰冰说，她仔细看完剧
本，认认真真想了一个晚上，觉
得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个难度很
大的角色。“但我也觉得没什么
是比坚持和努力更重要的事
情，所以我当时跟导演说：我愿
意来演，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可以让李雪莲这个角色在银幕
上发光发亮。冯小刚导演也经
常说，我是他的福将。”

日本演员浅野忠信凭借
《临渊而立》获封影帝。冯小刚
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夺得包
括最佳电影、最佳摄影和最佳
女主角在内的三项大奖。韩国
电影《小姐》获得包括最佳美术
指导、最佳造型设计、最佳新演
员在内的三个奖项。另一部华
语影片《长江图》获得最佳音响
奖。香港导演徐克获得终身成
就奖，韩国导演罗泓轸凭借《哭
声》获得最佳导演奖。亚洲电影
大奖由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
办，创办于 2007 年，每年举办
一次。 杨真

《美人鱼》
要拍续集了

八月

主演：汤姆·希德勒斯顿、布
丽·拉尔森、塞缪尔·杰克
逊、约翰·古德曼、景甜
上映：3 月 24 日

上世纪 70 年代，一支
集结了科考队员、探险家、
战地摄影记者、军人的探险
队，冒险前往南太平洋上的
神秘岛屿——— 骷髅岛。他们
的 到 来 惊 扰 了 岛 上 之
神——— 史上最大金刚。经过
一番惨烈的激战之后，探险
队员散落在了岛屿各处。此
时，队员们才意识到这次探
险并不是一次单纯的科考
任务，而是去探索怪兽存在
的证明。队员们还遇到了神
秘的原始部落，金刚的身世
和其守护岛屿的原因也被
揭开……

欢乐喜剧人

王凯加盟
《英雄本色 4》

3 月 21 日，王凯在微博与
导演丁晟对话，称：“导演，你
还好吗？”并附上一张导演戴
帽背影照片，而帽子上还有一
个孔，看上去像是被子弹打
穿，旁边的牌子则为影片《英
雄本色 4》实力做宣传，丁晟导
演也在评论区回复：“凯哥，背
后给一枪！你这样合适吗？”而
王凯则说“明明是头后”。这次
微博互动也印证了王凯出演

《英雄本色 4》的消息。
评论下马天宇也实力抢

镜，回答“我很好，谢谢”，后面
网友纷纷跟楼，回答“我很好，
谢谢”，调侃意味十足。 英子

主演：孔维一、张晨、郭燕芸
上映：3 月 24 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
西部小城，结束了小升初考
试的晓雷终于迎来了盼望
已久的没有作业的暑假。恰
逢那一年国家开始实施国
有单位转型，铁饭碗被打
破，晓雷父亲的单位也受到
改革冲击。孩子们整日百无
聊赖，而看似平静的大人
们，心却像烈日炙烤着那般
燥热。父亲为生活和其他人
远走他乡，家里只剩下了母
子俩，晓雷才着实感觉到生
活不一样了……

金刚：骷髅岛

主演：郭德纲、罗温·艾金
森、岳云鹏、艾伦、潘斌龙、
张小斐
上映：3 月 24 日

岳云鹏、艾伦、潘斌龙、
张小斐、张泰维等一班喜剧
人排练新春特别节目，因为
争当主角导致排练失败。郭
德纲为了让节目能顺利录
制，带他们到澳门封闭排
练。因为两个美女的出现导
致郭德纲人间蒸发！众人在
找郭德纲的时候，更恐怖的
事情陆续发生，团队中的成
员一个接一个的被抓！这帮
认真搞笑的谐星要如何应
付即将到来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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