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记者 张金菊

今年对大鹏来说是一个丰
收年，前不久刚来济南宣传新片

《父子雄兵》，近日他又为即将于
9 月 30 日上映的新片《缝纫机乐
队》到济南造势。2015 年，大鹏执
导首部作品《煎饼侠》以小成本
喜剧成功逆袭收获 11 亿票房。
大鹏执导的第二部影片《缝纫机
乐队》还是喜剧片，面对口碑好
片云集的国庆档，他会如何应对
呢？9 月 21 日，大鹏在济南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缝纫机乐队》
比《煎饼侠》更好看，并放话：“票
房能超过《煎饼侠》。”

“小人物”追求梦想

是大鹏本人的经历

济南对大鹏来说并不陌生，
并不是因为他之前刚来为主演
的《父子雄兵》路演。“作为一个
小镇青年，之前包括现在也是北
漂，为自己的梦想努力。以前我
在山东电视台一档节目做主持
人，经常坐火车来济南录节目。
对这里印象很深，也很有感情。”
这样的经历也是大鹏钟情于小
人物梦想这样题材故事的缘由。

“每个创作者的电影就是他
本身。如果你的气质是油嘴滑
舌，那你的电影可能呈现出八面
玲珑那种。如果你的气质是小镇
青年，努力打拼，我就是这样的

人，呈现在作品中可能就是小人
物追求梦想。”《煎饼侠》是娱乐
圈小人物的故事，《缝纫机乐队》
则来源于大鹏少年时期的故事，
讲述小镇集安几个背景天差地
别的小人物为了追寻共同的音
乐梦想，组建了一支不同寻常的
摇滚乐队并引发各种爆笑故事。

会有摇滚殿堂级歌手

古力娜扎很优秀

大鹏的电影每次都少不了
喜剧演员客串和美女助阵。这次
在《缝纫机乐队》中，大鹏也请来
众多明星好友加盟。“这部电影
是大家在观影过程中会感到非
常愉悦的喜剧影片。我邀请宋小
宝他们在片中扮演一个非常重
金属的摇滚乐队，他们也是真的
在舞台上表演。大家会在片中看
到很多的喜剧演员出演，同时也
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面孔会出
现。”影片的主题是摇滚乐队，大
鹏也像当年《煎饼侠》最后有古
惑仔压阵一样，给大家准备了惊
喜：“大家看到最后的时候，会有
一些殿堂级的人物出现在电影
当中。”

古力娜扎此次作为女主角
亮相，以往娜扎给人的印象是仙
气十足的高冷清纯范儿。而在

《缝纫机乐队》中，古力娜扎变成
了又帅又酷的乐队贝斯手，而且
还是大家眼中的问题少女。大鹏

表示，影片中的贝斯手很符合娜
扎本人的气质。“这个角色是小
镇中有钱人家的女儿，与父亲有
关系上的矛盾，身上自带冰冷、
疏远的气质，娜扎很漂亮，表演
也非常让我满意，她是一个非常
优秀的演员。”

比《煎饼侠》好看

不担心最挤国庆档

今年的国庆档有至少十四
部电影上映，还有冯小刚、成龙
等大牌导演和明星的新作亮相，
还有开心麻花、李晨范冰冰等带
着充满话题的作品抢滩国庆档。
但对于自己的影片，大鹏特别有
信心。他直言，和三年前拍摄《煎
饼侠》时期的自己相比，他成
长了很多：“《煎饼侠》是
2014 年拍的，已过去 3 年。
我老了，肯定不如那时候
的精力、体力充沛。但 3 年
中，我又合作了一些其他的
导演，从他们的剧组和工作
方式当中，又学到自己在拍
电影当中可增进的部分，
所以《缝纫机乐队》肯定比

《煎饼侠》好看，因为我自
己有进步和提高，当然也
需要大家去检阅。我甚至
想，这辈子还能不能再拍
这么好看的电影。当然，
人会不停地提高，可能未
来再回头看，又觉得还有
进步的空间。不过，此时
此刻，我觉得这部电影
会是国庆档让大家非常
震惊的一部电影。

谈及对新片票房
的预测，大鹏说：“我和
麻花团队，还有成龙大哥、
冯小刚导演、李晨，都是关
系特别好的朋友，也总在
一起交流分享。今年国庆
档，每一部影片的内容都

特别好，可以说是在一个最好的
档期遇见了一波最好的电影人。
至于票房，我觉得前几名里面肯
定有我的电影，因为大家的内容
都很好，我不能说是前多少，但
至少是前 6 名吧！超过《煎饼侠》
是一定的。如果超过了，算是我
进步了。”大鹏表示：“国庆档期
每一部国产电影大家都很努力。
也许我遇到了一个最好的国产
电影集中上映的时期，可以说是
在一个最好的档期遇见了一波
最好的电影人。”对于票房大鹏
表示：至少前六名中会有我们的
位置，我个人非常有信心，它的
票房肯定会超过《煎饼侠》。”

大鹏济南宣传新作底气足：

《缝纫机乐队》比《煎饼侠》好看

《空天猎》：热血激情还有真材实料

王力宏10月
将“火力全开”

励志音乐电影《火力全
开》定档 10 月 20 日全国公映，
电影历时 5 年斥巨资打造，完
美再现王力宏同名世界巡回
演唱会现场最精彩瞬间，包括
全球巡回演唱会现场实录、爆
鲜为人知音乐成长之路、以及
王力宏的感情生活。在《火力
全开》首次曝光的海报中，王
力宏一人诠释三种不同造型，
分别对应王力宏音乐的中国
风、摇滚风、流行风。

王力宏曾以一首《龙的传
人》感动世界所有华人同胞，
22 年创作生涯中每一首歌都
融入浓浓中国元素。在世界巡
回演唱会“火力全开”现场，王
力宏所有演出服甚至手中的
吉他，都是“中国龙”的造形或
是特有的中国元素。电影《火
力全开》就是最好的例证。

王力宏首次将自己的童
年成长经历在电影《火力全
开》中公开。这位才华横溢的
音乐天王，出生在美国纽约。
他讲到美国社会环境在上个
世纪 80 年代已经竞争激烈，
作为华裔如果不能有超过白
人同学两倍的成绩，根本没有
机会。而接触音乐，也缘于某
种激烈竞争。当国人还不知

“嘻哈”为何物时，青少年的王
力宏已经将中国元素融入音
乐，并大获成功。还有更多让
人感动泪奔的王力宏个人成
长、音乐创作、生活和事业的
经历，都在电影《火力全开》中
逐一呈现。 西蒙

包贝尔当导演
找文章做男主角

9 月 22 日，由文章、包贝
尔领衔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

《胖子行动队》在京举行启动
发布会。作为包贝尔的电影导
演处女作，发布会当天，包贝
尔与文章、克拉拉、辣目洋子
等主演及影片监制李锦文、邝
文伟一同亮相，同时宣布将于
2018年国庆档上映，也是首部
宣布在这一档期上映的影片。
据透露，文章、包贝尔将在片
中以300斤的形象出镜。

近几年，包贝尔主演了
《港囧》《陆垚知马俐》《西游伏
妖篇》等多部电影，并取得了
不俗的票房成绩，在演员身份
之外，还涉足网剧、电视剧的
导演、监制等幕后工作。首次
执导电影，包贝尔“反而很踏
实”，因为事先会知道最后会
是什么效果，再加上这次的团
队都是业内翘楚，有他们保驾
护航，自己会放心很多。

去年，包贝尔主演了文章
执导的《陆垚知马俐》，而此次
他首执导筒的影片则请来了
文章担纲男一号。包贝尔表
示，最初自己给文章讲要拍电
影的想法时，文章就对他说

“有任何困难，我都会帮你”。
包贝尔说有这样义气的朋友
就更不担心了。

据介绍，《胖子行动队》是
一部喜剧动作电影，讲述两个
胖子阴错阳差组成了特别行
动队，介入一起贩毒案件中，
上演了啼笑皆非的特工之旅。
影片将于 1 0月初开机，在北
京、阿拉善等地取景。 于璜

隔见习记者 逯佳琦

作为李晨的导演处女
作，由未婚妻范冰冰零片酬
出演的《空天猎》自制作以来
就话题不断未播先热。《空天
猎》讲述的是一支由王牌飞
行员组成的空军顶级团队，
为营救陷入异国他乡战乱的
同胞和战友，驾驶着我国最
先进的战斗机在境外的天空
下与恐怖分子展开生死对
决的故事。《空天猎》用镜头
语言去讲述了一场热血又
惊险的实战，而这也无疑是
这部影片最大的看点，同时
也是我国军旅题材影视剧
主题上的一大突破。

作为一部主流题材电
影，《空天猎》把目光聚焦到
中国空军。影片中，李晨饰演
的吴迪和李佳航饰演的刘浩
辰是航校的同学，更是配合
默契的僚机，两人不但一起
出色完成过许多空战任务，
更是心有灵犀的好友。《空天
猎》的故事就是围绕刘浩辰

等同胞们被境外恐怖组织绑
架，吴迪率领空军顶级团队

“霸天狼”组织营救而展开。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

展现我国现代空军空战的电
影，《空天猎》向观众们真实
地展现了当代中国空军的水
平，但是，有战争就会有流血
牺牲，“霸天狼”战队在境外
营救时遭到了恐怖组织的袭
击，在乱弹中有人流血、有人
牺牲，为了保护已被成功救
援到直升机上的同胞，李晨
饰演的吴迪驾机撞向了敌人
的飞机。在影片的最后，一句

“岁月静好，是有人为我们誓
死捍卫”相信会让观众们感
慨良多。

不但故事情节吸引人，
《天空猎》的良心制作也值得
每一位军事迷们热情期待。
看完《空天猎》，相信每一位
观众最大的感受就是真实。
在以往的军旅题材影视剧
中，训练和演习是换汤不换
药的两大主题，但在《空天
猎》中，导演并没有着重去展

现中国军人的刻苦训练和演
习，而是把有限的镜头最大
限度的给予了展现残酷惊险
的战争，全片自始至终给观
众传达出一种王者对决的紧
张气氛。

当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
军事片最多是拼坦克拼导弹
的阶段时，李晨导演将要给
所有观众一个惊喜。在《空天
猎》中，歼 11 、歼 20 、歼 10C
等多型号国家最先进的战
斗机纷纷亮相贯穿整部影
片。守护我国领空执行驱离
任务、救援被困在泥石流中
的人民群众、躲避敌方雷达
实施秘密任务，甚至在被导
弹击中机身严重受损的情
况下如何返航，这些平时难
得一见的场景都在影片中
一一展现，真飞实拍堪称大
手笔制作，这些只能在阅兵
式上观赏到的国之利器，通
过这部电影展现出了它们
的真实战斗能力。

《空天猎》将于 9 月 2 9
日全国上映。

大大鹏鹏信信心心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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