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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权震乾 逯佳琦

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迎来
了一系列口碑、票房双赢的电
影，题材涉猎也越来越丰富。即
将于11月3日全国上映的电影《相
爱相亲》，在好莱坞成熟商业片

《王牌特工：黄金圈》和泰国本土
票房冠军片《天才枪手》的夹击
下，反倒显得更为本土化和主
流——— 主打亲情。10月20日，《相
爱相亲》在济南举行了提前观影
活动，本报记者在现场也观看了
影片。片中反映的老中青三代人
对于爱情的态度，正好体现了当
下现代人对于爱情的各自理解，
而家人之间的互相牵绊，也让人
笑中带泪。

张艾嘉面子大

电影客串大牌多

《相爱相亲》由才女张艾嘉
执导，电影也处处充斥着女导演
独有的细腻。张艾嘉1972年因出
演《龙虎金刚》而进入演艺圈，作
为演员来说，她毫无疑问地非常
成功。而她偏偏不满足于这个成
就，拿起导演的话筒，开始自编
自导，走上多栖发展的道路。她
自 1987 年开始做导演，迄今为止
最广为人知的要数《 20，30，40》
及《念念》，都是口碑佳作，足以
证明她的才华。

而在《相爱相亲》中，久未在
公众面前出现的著名导演田壮
壮，甚至在电影中贡献了“荧屏
初唱”，而除了田壮壮、老戏骨吴
彦姝和青年演员朗月婷、宋宁峰
主演之外，客串名单也非常大
牌，李雪健、王志文、刘若英、耿
乐等演员，单拎出两个都能称得
上电影的黄金阵容，这些演员都
被张艾嘉邀请来客串，而角色安

排得也恰如其分，不会喧宾夺主
又各自出彩，从角色分配上也能
够看出张艾嘉的导演功力。

亲情温暖感人

细节经得起推敲

作为一部主打亲情与爱情
的电影，《相爱相亲》万变不离其
宗讲的还是家庭。而电影中最大
的戏剧冲突也来源于此。电影开
始于一场死亡，外婆逝世，妈妈
执意要将已葬在老家的外公的
坟迁过来，与外婆合葬，而外公
的墓此时被一个农村老太太守
着。这个农村老太太是外公的原
配，在外公去了城里而一去不返

后，仍然不改嫁，直到等回一堆
白骨。老太太坚决不同意迁坟，
至此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事件。

这部电影不仅讲述了几代
人之间对于爱情的理解，也探讨
了关于自由、理想与信任，通过
一个看似怪异又冲突不断的事
件作为切入点，电影中让人印象
最深刻的或许就是张艾嘉饰演
的妈妈与女儿之间的冲突，母亲
的自作主张与强势让女儿觉得
自己在家里没有自由，而真的要
离开母亲时，她却发现自己只是
温室里的花朵。这可谓是一代人
的真实写照，也让不少在场观众
感叹：“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平淡

感人的片子了。”而电影在细节
方面也做到了良心，农村低洼矮
旧的平房，破败不堪的厨房等道
具都经得起推敲，而片中为了补
办结婚证而要经过的繁琐手续，
也可以说是神还原现实。

泪中有笑

较量中也不乏人情味

爱情本该是美好的，但是《相
爱相亲》却让观众感受到了爱情
带来的疼痛，姥姥堪称这部影片
的泪点开关。在那个竖立着贞节
牌坊的村子里，姥姥因为一生守
寡受到了全村人的尊重，是族里
的“阿祖”，敢把岳慧英一家赶出
村，也敢打电视台的记者，但这样
的一个强势老太太在看到自己和
丈夫的“合照”坏了后痛哭不止，
让观众狠狠地心疼了一把。姥姥
一生坚信外公心里有她，精心保
存着外公寄回的每一封家书，在
被微微质疑外公对她的情感时声
嘶力竭的争辩：“他多给了我五元
钱让我做一件袄”。外公是姥姥一
生的执念，为了守护外公，姥姥对
岳慧英和微微充满戒备，但在看
到微微淋雨时表现出的不安也让
观众感受到她的善良，两人躺在
一张床上谈爱情的场景更是尽显
温馨。在影片的最后，岳慧英和姥
姥打开心结成全对方再次感动了
观众，就像姥姥自己所说的：“我
是岳家的妻子，你是岳家的女
儿”，对于一家人来说，这无疑是
最暖心的结局。近日，2017年第54
届金马奖正式公布入围名单，电
影《相爱相亲》入围了包括最佳剧
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
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原创
剧本、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在内的7
项奖项，也可以算是对于电影质
量最好的证明。

金马影后周迅近日跟导演陈
国富、演员陈坤开办专供表演的
学堂“山下学堂”，亲自担任老师
传授表演经验，1年学费36万台币

（约8万人民币）。她坦言，自己也
非科班出身，演技靠着看电影以
及遇到非常好的剧组教学相长而
来，曾有一次演出“得知怀孕”的
戏被要求落泪，无法理解导演用
意，直到2年后看见新生命才突然
明白道理。

导演陈国富、演员周迅、陈坤
宣布开办“山下学堂”，从对表演
的重新思考而开始的探索，打破
教育常规、行业常规的实验，针对
各阶层人士开设3个教学课程，包
括非专业演员新人班、职业演员
班和开放性高阶的大师班。“希望
分享，也希望再创造，希望有这么
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真正只谈表
演，并且让表演重新过炉。”

此外，课程依照学员的个人
特质进行表演教学，让大家适性
生长，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流水线
教程。同时，导演陈国富、演员周
迅、陈坤认为专业演员除了需要
不断提高表演技巧、审美能力，更
重要的，要一直保持对生命的感
知与好奇，因此课程极为重视灵
性开发、美学方面的培养。

导演陈国富表示，周迅、陈坤
在很多影视作品中，早已成了某
种演员的楷模，时常给出的能量
超出导演、编剧对于角色的想象，
而偏偏越是这类成熟的演员，越
希望自己能不断突破，不断被激
发出更多可能性。因此他们开办
学堂提供演员重新归零、回到学
习的状态，吸纳更广阔的世界，刺
激自己对表演的原始冲动。

非科班出身的周迅有感而
发，“我没有进过学校，我就是看
电影，在非常好的剧组里，学到、
看到那些好东西，包括你做演员
的职业道德，以及你为什么要做
演员这件事情，这些都值得去分
享。演员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性，
把人最真实的情感在镜头前面呈
现，变成观众的另外一面镜子，这
是演员最核心的任务。”

此外，周迅回忆有次演出“刚
得知怀孕”的戏份，被导演要求当
场掉眼泪。她当时质问：“为什么
要掉眼泪？”导演回答：“你要掉，
因为他是生命。”过了两年，她拍
摄《巴尔札克和小裁缝》看到禾苗
绿色长在地上，光束刚好打在上
面，“哇！好美啊，生命！”她才突然
明白了这个感受。

“山下学堂”2018年春季新人

班已于10月19日开启报名，只要
年满16岁、没有表演专业、有志从
事表演事业的民众皆可报名，名
额仅限20位学生。上课地点在北
京，一年学费8万人民币，不包含
食、宿。消息一出，即便学费惊人，
但课程可以接触到演技派明星教
学，不少网友都喊超想报名。

宗和

《恐袭波士顿》
反恐一触即发

近日，由马克·沃尔伯
格主演的电影《恐袭波士
顿》宣布内地定档11月17日，
届时将作为2017年中唯一一
部真实国际反恐高口碑话
题巨制与中国观众见面。该
片取材于2013年波士顿马拉
松恐怖袭击真实事件，由

《深海浩劫》导演彼得·博格
执导，《变形金刚5》马克·沃
尔伯格担当主演，同时力邀

《X战警》凯文·贝肯、《金刚：
骷髅岛》约翰·古德曼、《爱
乐之城》J·K·西蒙斯、《碟中
谍3》米歇尔·莫纳汉等众星
联袂出演。

影片聚焦于2013年发生
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
是继《伦敦陷落》《深海浩
劫》之后，又一高口碑灾难
巨制，该片真实还原了在波
士顿恐袭发生后，FBI、当地
警方在102小时内全力缉捕
真凶，阻止了犯罪分子下一
步攻击行动的英勇事迹。导
演彼得·博格表示，从报道
的新闻来看，人们无法了解
事件的细节和真相，所以有
必要将它们搬上银幕。而他
拍摄本片也不是为了引起
仇恨和揭露伤疤，更多的是
为了展示波士顿警民在那
场事件后团结一致、应对危
机的精神。该片豆瓣评分
8 . 1、IMDb评分7 . 4、烂番茄新
鲜度高达80%，获封年度十
佳影片，超高口碑引内地观
众期待。 秀真

《相爱相亲》：三代女人情意重

周迅陈坤办学校当老师！

1年学费8万招收零表演新人
《降魔传》
郑恺抛掉偶像包袱

由王晶监制并担任总导
演，钟少雄联合执导，郑恺、张
雨绮领衔主演的魔幻喜剧电
影《降魔传》将于11月17日爆笑
上映。在近日曝光的特辑中，
郑恺造型多样、风格百变，不
仅身穿唐朝女装，挑战妖娆造
型，更是化身“超级赛亚人”，
与妖魔展开一场旷世大战。

在电影《降魔传》中，郑恺
所饰演的不通和尚本是天庭
中的一位金童，却因触犯了天
条被贬入凡尘，而对金童一往
情深的玉女则化身女降魔师
菁菁（张雨绮饰）一路跟随，上
演了一场轮回百世的魔幻虐
情爱恋。在此次特辑中尤为搏
人眼球的是，型男郑恺彻底丢
掉偶像包袱，面着浓厚艳妆，
身穿唐朝宫女服装，性感妖
娆，还傲娇直言“新来的宫女，
长得可真难看”，笑点十足。

从曝光的特辑来看，影片
中郑恺也拥有大量动作戏，吊
着威亚翻跟头、旋转、飞踢等
这些高难度动作郑恺都信手
拈来。导演王晶也表示：“对战
的戏份他都是自己来，给了我
很大惊喜。”而对于郑恺的喜
剧表演，王晶更是夸赞：“郑恺
是一个不错的喜剧演员，既能
演正剧，也能演喜剧。” 邱沙

院线新片

我的老兵爷爷
主演：许还山、罗翔

上映：10 月 28 日

老兵亓长福身患阿尔茨
海默病，在接到老战友陈大
川的电话时，却没能想起这
位老战友是谁。他恍然意识
到自己病情正在恶化，逐渐
的在忘记那些最为熟悉的面
孔。当年的老战友已经风烛
残年，亓长福决定在病情加
重之前再见他们一面，他不
顾家人的反对，和孙子亓子
豪一同踏上了寻找老战友的
旅途。最终却没能来得及见
到陈大川，只能对着墓碑落
泪。亓长福回家后立即换上
了军装，因为他最不想忘记
自己曾经是一名军人。

周周迅迅立立志志于于培培养养新新人人

神秘宝藏
主演：郑中基、陈法拉、黄子
华、许慧茵
上映：11 月 2 日

因为父亲留下来的一
张藏宝地图，长洲居民张就

（郑中基饰）终日认为自己
就是传奇海盗张保仔的后
人，于是与几个志同道合的
好友致力四处寻宝。张就和
女朋友大眼妹（陈法拉饰）
本来一直过着平淡的日子，
直至某天，大眼妹公司来了
新老板郑锦富（黄子华饰），
张就也认识了新邻居艾美
丽 Emily(许慧茵饰)，一切开
始变得风起云涌。一行人等
甚至穿越到清朝，开启一场
起义的探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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