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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逆袭袭吧吧！！爸爸爸爸
印印度度神神片片口口碑碑票票房房双双收收

由李雨禾导演首次执导，尔
冬升监制的新电影《提着心吊着
胆》将于5月12日全国公映。目前，
已有少数观众提前看过了这部电
影，惊呼“将是2017年度黑马”！济
南姑娘任素汐在其中表现依然出
色，她还自曝作为小成本电影，自
己在片中的假发、假睫毛等各种
道具，加起来价格不到100块。

任素汐尝试新角色

《提着心吊着胆》讲述了杨
百万由于误会妻子马丽莲出轨
而策划了一出教训妻子的计划，
不想却被几个毫不相干的人打
乱了计划，客栈内上演了一出啼
笑皆非的戏码的故事。影片章回

叙事环环相扣，众演员演技也非
常靠谱。

因拍《驴得水》崭露头角的
济南姑娘任素汐，在《提着心吊
着胆》里也有非常令人惊艳的表
演。片中的角色跟她平时的形象
不大一样，为赢得“金龟婿”，来
一身假发、假睫毛等，来欺骗对
方；任素汐坦言，当时研读剧本
了解到这个角色时，就特别想尝
试一下。看过影片的观众还特别
对影片中的另一个女性角色，就
是高叶饰演的马丽莲有印象。马
丽莲集“潘金莲+孙二娘”于一
身，十分抢眼，角色性格具有爆
发力。而被笑称“躺着就能把戏
演完把钱挣过来”的毕见效扮演
者曹瑞一亮相，现场就响起笑
声。曹瑞饰演的毕见效是片中的
一大“笑果”担当，曹瑞调侃道，
前半部分，我是蹦蹦跳跳地演
戏，归导演管；后半部分，我是躺
着演戏，归道具组管。此语一出，
富有喜感。

小成本电影剧组经费有限

《提着心吊着胆》作为一部
小成本电影，众主创接受采访时
也纷纷笑称：“剧组经费有限”。
现场有观众问道：“经费紧张，拍

戏过程中的困难怎么克服？”李
雨禾导演回答：“戏只拍了 24 天，
有三分之二是夜戏，大家都是起
早贪黑的克服，有一天冬至吃饺
子，还都是素馅的。而且当时特
别冷，苦了躺着演的毕见效了。”

有观众问导演怎么用有限
的经费拍出了这样一个既有趣
又烧脑的故事，李雨禾导演酝酿
了几秒钟之后开启故事大王模
式：“其实《提着心吊着胆》这个
剧本2013年就开始创作了，灵感
来自一些丑陋的社会事件，花了
一年时间才写完的，这一年时间
边写边想怎么呈现，怎么凸显荒
诞。监制尔冬升先生在后期和剪
辑上给了我很多指导，还邀请了
金培达老师给这部片子做配乐。
里面的 3 个默片段落也是后面
才考虑的，我觉得这样看起来会
更有讽刺意味。”

不难看到，影片中的3个默
片片段，通过快节奏的推进，确
实更突显了故事的荒诞性。而
且，与现在大部分只有一条故事
线的悬疑片不同的是，李雨禾导
演给《提着心吊着胆》赋予了一
种作者电影的气质，影片Cult气
息浓厚，剑走偏锋的叙事结构把
一群不相干人物的命运联系在
了一起。其实，导演李雨禾此前
就已经是FIRST最佳短片导演，
而这部长片处女作品一亮相就
引发业内关注，在2016年的上海
国际电影节凭借精巧的叙事结
构获得最佳编剧提名。 杨智明

《提着心吊着胆》：

又是一部小成本电影黑马？

毒。诫
主演：刘青云、林家栋、古天
乐、张晋
上映：5月12日

以茅趸华（刘青云饰）
为首的一群古惑仔自诩慈
云山十三太保，他们打劫、
砍人、吸毒、贩毒，挥霍着他
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时代变
迁，物是人非，唯有茅趸华、
猫仔、喇叭、哈雷四兄弟始
终不离不弃，继续在他们的
人生中活出精彩，直至今
日，江湖仍有他们的传说！

黎明导演首秀
能否“抢红”？

由黎明首次执导，黄建新
监制，张涵予、杜鹃、黎明、王
耀庆领衔主演的夺宝枪战电
影《抢红》，将于 5 月 19 日全
国上映。近日，片方曝光四大
主角的关系，他们神色不一，
各有图谋，在满是神秘感的法
国古堡大背景衬托下，令这场
跨国夺宝旅程更加危机重重。

电影《抢红》上映在即，伴
随越来越多的物料曝光，以张
水（张涵予饰）、韦利（黎明
饰）、方长方（王耀庆饰）为代
表的跨国夺取“酒神”的多方
势力，所隐藏的终极目的也逐
渐浮出水面。

电影《抢红》是黎明作为
大银幕导演的首秀，除了汇集
张涵予、杜鹃、王耀庆等圈内
一众实力派演员加盟助阵外，
更有圈内金牌监制黄建新担
任影片监制。对于首执导筒的
黎明，监制黄建新评价：“黎明
学习幕后的经验和他成为四
大天王巨星之一的经历，让他
对人生的理解有他独特的方
面。他对角色的定位，和他对
电影整体结构有比较成熟的
想法，尤其他对剧本的判断和
要求很高。”

据悉，《抢红》剧本从项目
筹备到真正拍摄，前后推翻修
改一共出了十五稿。此外，导
演黎明透露：“项目筹备了两
年，在中、法两国取景拍摄了
三个月。一部电影可以从剪接
入手变换多种不同的剧情发

展路线。” 本报综合

《诞生在中国》
北美票房看涨

由陆川导演执导，迪士尼
出品，历时 3 年摄制的自然电
影《我们诞生在中国》于 4 月
21 日在北美上映。截至北美时
间 5 月 8 日，票房已达到了
1094 万美元，不但超越了该片
在中国大陆的票房纪录，而且
已经成为北美自然类纪录片
中影史票房第 8 名。

凭借此部制作预算仅一
千万美金的自然电影，陆川成
为唯一闯入北美华语导演非
英语对白片票房榜前十名的
大陆新生代导演。已经追平了
第 7 名的张艺谋导演《十面埋
伏》的 1100 万美元票房。随着

《诞生在中国》在北美上映的
口碑发酵，它有望继续突破更
高的记录。

自 4 月 21 日上映以来，
烂番茄新鲜度好评自 83% 已
经升至 8 5% ，最高时曾经达
到 8 9% 。陆川在这部电影中
对于几个野生动物家庭的刻
画和中国壮丽河山的呈现，
获得了美国媒体和影评人的
极高评价。

截至 5 月 8 日，《我们诞
生在中国》的 1094 万美元票房
成为历史中，自然类纪录片中
北美票房影史第 8 名，整个纪
录片领域的第 24 名。考虑到
影片仍在上映之中，该记录有
可能被继续打破，已经超越

《美丽星球》1020 万美元的票
房，本周有望超过索尼经典出
品、纪录片大师雅克·贝汉的

《迁徙的鸟》（1169万美元）。
莎莎

超凡战队
主演：达克雷·蒙特戈梅里、
娜奥米·斯科特
上映：5月12日

《超凡战队》讲述了五个
在校园被孤立的高中生，因
为青春的荷尔蒙面临着许许
多多的烦恼与迷茫。同时，黑
暗势力丽达女王正蠢蠢欲
动，为了寻找更多能量打造
金人怪兽哥达来到地球。五
名青少年命中注定地相遇，
团结克服难关成为五色超凡
战队，与他们的恐龙佐德人
机合一雷霆出击拯救世界，
大战一触即发……

亚瑟王：斗兽争霸
主演：查理·汉纳姆、裘德·洛
上映：5月12日

该片讲述亚瑟（查理·汉
纳姆饰）推翻暴君伏提庚（裘
德·洛饰）并最终夺取王位的
故事。年幼的亚瑟亲眼看到
父母被篡位的叔叔伏提庚残
忍杀害，被剥夺了王位继承
权，又忘记自己真实身份的
亚瑟在城里的底层生存长
大，然而，当他从石头缝中拔
出那把象征命之王的圣剑
后，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不得不接受他真
正的使命，与辅助他的法师
和人民，推翻伏提庚的暴政，
争夺王位。

印度的“年度神片”《摔跤
吧！爸爸》终于在上周五正式登
陆国内院线。上映前,这部影片排
片遭到打压，而有关体育方面的
电影一直都不是大卖的电影类
型，更何况还是印度拍的。在仅
有《银河护卫队 2》唯一劲敌的情
况下，《摔跤吧！爸爸》开局仅有
不到 15% 的排片，单日 1000 万左
右。可喜的是，周末三天的票房
占比在陆续提高 (从 9 . 9 % 到
19 . 1%)，排片占比也从 13% 上升
到 15%！总算让人看到好口碑带
来的逆袭希望。这部印度电影已
经用炸裂的口碑刷爆了朋友圈，
彻底征服了中国观众，也改变了
我们对印度电影“一言不合就跳
舞”的偏见。

口碑上座率

皆超好莱坞英雄

作为中国观众最为熟悉的
宝莱坞男星，从《三傻大闹宝莱
坞》在国内引发热点话题，再到

《我的个神啊》在内地创下1 . 1亿
的票房佳绩，阿米尔·汗的作品
已经成为了品质的代表。此番他
的新片《摔跤吧！爸爸》也是未映
先热，先是在印度本土刷新了票
房纪录，又在全球拿下7 . 9亿人民

币的票房。在国外知名电影网站
中，IMDB评分达到8 . 8分、烂番茄
收获96%的新鲜度，《纽约时报》
评论该片为“鼓舞人心的电影，
喜剧效果佳，励志且感人”。在前
不久闭幕的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上，该片也创下了展映场次90
秒全部被抢购售罄的惊人纪录。
主演阿米尔·汗更是二度来华宣
传，开启了全国多城路演活动，
所到之处受到了中国影迷的热
情欢迎。

上周五，《摔跤吧！爸爸》正
式登陆国内院线。应该说，这个
档期是近期竞争压力最大的一
周，两部好莱坞大片《速度与激
情 8 》和《银河护卫队 2 》同时在
映，国产片方面，持续热映的《记
忆大师》、《拆弹专家》、《喜欢
你》、《春娇救志明》也都是口碑
之作。目前，《摔跤吧！爸爸》已经
超过《我的个神啊》成为在内地
上映的最高票房印度电影。

口碑方面，豆瓣网友为《摔
跤吧！爸爸》打出了 9 . 2 的高分，
这一评分已经追平了去年口碑
最高的《疯狂动物城》。社交网络
上，观众也纷纷晒出自己的观影
感受，“年度神作”、“有笑有泪”
等好评不绝于耳。

朴实有真情

国产片可要学习

提到印度电影，很多观众会
第一时间想到是美女、美景、载
歌载舞，但实际上宝莱坞电影，
一直以饱含对人生、宇宙、世界
的反思著称，真刀真枪的触及人
性，少有无脑的低俗喜剧。就像
阿米尔·汗说的那样：“关键在于
故事能否触动内心”。中国传媒
大学教授索亚斌认为，这也是近
年来印度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
上风头日盛的原因。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对
IP 、明星、大制作的力量深信不
疑，却经常淡化对好故事的追
求，忽略观众的共鸣感。索亚斌
认为，像《摔跤吧！爸爸》这样朴
实，却见人性、真情的影片，恰好
是国内商业电影应该借鉴的。

索亚斌说：其实印度电影在
美国获得成功的片子比华语电
影要多很多。而印度歌舞片现在
也做了改良，而且都是跟剧情贴
合的比较强的。印度电影应该是
中国电影努力的方向，现实题材
的一般是反映现实矛盾，喜欢它
的还都是文化水平相对高的核
心影迷群体。”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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