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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线新片导演许鞍华获评年度女性榜样：

冲着拿奖去拍戏是行不通的

主演恶补俄语

四种语言对戏太激烈

在影片《西伯利亚风云》的
拍摄现场，经常出现的是中文和
俄语的激烈对白，演员们更多是
通过眼神的交流以及对角色的
理解来表达。而更有趣的是，现
场一度出现普通话、粤语、俄语、
日语交流对戏的场面，导演讲戏
基本会用日语，配有翻译，香港
的工作人员带有标志性的粤语
口音，中国演员们讲中文，俄罗
斯演员则讲俄语，当四种语言同
时出现在片场时非常有意思。

梁家辉将饰演传奇商人林
信诚，佘诗曼则化身中俄远大公
司社长安澜。梁家辉表示在与俄
罗斯演员对戏时全靠对剧本的把
握和心领神会，林信诚这个角色
犹如太极，一张一弛都是戏，他身
上有着多重属性，小到爱情、亲
情、兄弟情，大到民族情感、家国
情怀，同时又有独特社会背景，这
样的复杂性让他觉得很有挑战
性。佘诗曼也表示，自己饰演的角
色是一名刚柔并济、重感情的女
商人，在商场中是个女强人，在面
对感情时又有娇媚动人的一面。
虽然金子修介导演配有翻译，但
也必须仔细揣摩导演的肢体语言
和对角色的理解，又因为要和俄
罗斯演员对戏，自己和梁家辉私
下也在尽快恶补俄语。

民族特色鲜明

刻画边境商人时代画像

《西伯利亚风云》讲述了中
俄边境颇具实力与势力的华商
林信诚，传奇女商人安澜与俄罗
斯商人安德烈等人的恩怨情仇，
剧情集亲情、爱情、动作纵横交
织，截取的主要是中国商人在俄
罗斯生存状态的时代画像。影片
中，民族情感和儿女私情合而为
一，铺展出足够广阔的时代画面
和边境地区阶层生活景态。影片
大部分故事发生在中俄边境，片
中不仅融入了西伯利亚特有的
民俗风情和俄罗斯特色建筑，还
把众多的特产、美食、风俗等，逐
一展现在观众面前。相信其特有
的地域特色、多姿多彩的异国风
情、不同文化背景人物之间感情
的碰撞、认知的差异等，都会给
广大观众带来不曾有过的新鲜
感和猎奇感。

早在电影《西伯利亚风云》
正式开拍前，主创团队对该电影
的整个拍摄计划进行了详细而
缜密的考量，多次实地考察，只
为找到最恰当的电影表达方式。
进入拍摄期之后，他们仍然没有
放弃严谨缜密、精益求精的工作
态度，对《西伯利亚风云》的精雕
细刻达到极致，可谓对作品的要
求严苛之至。

杨阳

《西伯利亚风云》：
梁家辉佘诗曼恶补俄语

2018美国电影“金球奖”
提名名单昨天隆重揭晓，正在
国内热映的油画电影《至爱梵
高》和《寻梦环游记》被提名最
佳动画长片大奖。从问世就备
受期待和瞩目的《至爱梵高》，
获得很多奖项提名褒奖，此次
入围有奥斯卡风向标之称的

“金球奖”，也预示着《至爱梵
高》离奥斯卡小金人的距离又
近了一步。

世界首部全手绘油画电
影《至爱梵高》自从 12 月 8 日
登陆内地影院后，备受影迷的
追捧和喜爱。上映后，电影连
续稳坐同期上映电影的上座
率第一位，也持续获得各界名
人和观众的高度评价。

“治愈满分”、“唯美而梦
幻”、“绝无仅有的视觉盛宴”、

“理解现代艺术的钥匙”、“眼
睛做了一次超级 SPA”、“如置
身十里画廊”等观众真实的评
价，通过微博、朋友圈、影评等
各种媒介方式表达出来。各个
专业评分网站如豆瓣 8 . 7 分、
淘票票 9 . 1 分、猫眼 9 . 2 分、新
浪电影 9 . 1 分，都给出了高分
推荐。影片推出的官方高端周
边衍生品，也成为影迷瞩目的
焦点，这也足见中国影迷对于

《至爱梵高》这部电影的喜爱。
此次入围金球奖也是让《至爱
梵高》成为大热话题，为中国
的“梵高热”和电影票房再添
热度。

《至爱梵高》此次被作为
奥斯卡前瞻性奖项的金球奖
提名，也昭示着“梵高”离小金
人又近了一步。 王晓易

醉佳导演

主演：贺军翔、江若琳
上映：12月22日

教师沈东宝(贺军翔饰
演)，因为梦见自己获得国际
最佳导演而立志要拍摄一
部国际水准的大片。沈东宝
开始为自己的“大片”拉投
资找赞助，最终通过七大姑
八大姨凑够了五万多，在找
资金的同时无意间他碰到
力争上位梦想成为大明星
的千千（江若琳），最终在她
的百般献媚中，沈东宝敲定
了这个女主角。刘易守知道
沈东宝的计划后，一番赞扬
和鼓励，让沈东宝眼前一
亮，觉得终于找到了一直寻
觅的事业拍档。而刘易守此
时的目的，是想方设法地骗
走电影资金……

疯狂的公牛

主演：杜奕衡、李国麟
上映：12 月 26 日

在创业浪潮影响下，大
学生元宝突发买头西班牙
公牛做配种生意的奇想，说
服父亲牛长寿和父亲的相
好周会巧凑钱成立配种公
司，马经理也趁机接手了一
家频临倒闭的养牛公司，他
们都自信有办法一夜暴富。
香港富商之子华星受父亲
所托到西班牙拍回国宝夜
明珠，华星不愿将价值两亿
五千万美元的夜明珠给捐
赠出去，于是携宝私逃。路
途中，夜明珠被元宝家的种
牛误食。于是展开了一系列
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芒刺

主演：隋名旸、石峄
上映：12 月 26 日

潘仲明上班前突然接
到一条女儿被绑架的微信
小视频，女儿情况十分危
急！救女心切的潘氏夫妇决
定甩开警察私下和绑匪交
易，未料出现种种意外！此
时妻子埋藏多年不为人知
的秘密也随之而浮出水面，
使局面更加扑所迷离！事情
究竟缘何而起？绑匪到底为
何人？女儿能否平安归来？
惊天阴谋正在上演……

纵横香港影坛佳作不断

这个有着一半日系血统，外
表粗线条，笑言总被旁人视作男
人，执着电影，把艺术当成生活，
拍了30年电影的70岁女人，在警
匪片、动作片、喜剧片为主的中
国香港影坛，绝对是股难得的清
流，许鞍华在香港影坛征战多
年，战绩相当辉煌。

上世纪 70 年代，从英国留
学归来的许鞍华在无线电视台
担任了几年编导后，拍摄了自己
的处女作，改编自真实凶杀案的

《疯劫》，从选景、运镜、灯光到声
效上，都给了观众全新体验，获誉
为“香港第一部自觉探讨电影的
叙事模式、手法和功能的电影”。

1979年，32岁的许鞍华以《疯
劫》一战成名，和徐克、严浩们携
手掀起“香港新浪潮”，之后她的

“越南三部曲”备受影评人推崇。
上世纪 90 年代，在香港商

业电影最蓬勃的黄金时代，许鞍
华迎来创作生涯第二个高峰。

《女人四十》拿下香港电影金像
奖大满贯，助萧芳芳拿下了柏林
影后。之后的《阿金》、《半生缘》、

《千言万语》、《男人四十》也都颇
受好评，许鞍华成为香港电影文
化的一面旗帜。

近年来，这位导演仍佳作不
断，拍出了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

《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其
后的《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
亦接连获奖。

人是最好的创作对象

许鞍华的作品叙事急缓有
序、人物深刻而鲜明，其中许多
不仅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商
业票房也颇为成功，对此许鞍
华说：“说到平衡商业跟艺术，
我不是特别有意识这样做，因
为我很早就入行了，那时候我
也不知道什么叫商业电影，什
么不是商业电影，就是拍我懂
的东西。我的电影都是我想拍
的，真的没有一部电影是我不
想拍的。”

从“桃姐”到“萧红”，许鞍华
的电影创作了很多成功的女性
形像，她表示，“这些女性都有其
非常可贵值得书写的一面。我都
很喜欢，比如《桃姐》，因为那个
故事本身就是讲这个人。而《投

奔怒海》里那个14岁的女孩，尽
管那部电影是讲故事多一点，而
不是突出人物，但其实我也很喜
欢这个女孩。”许鞍华直言，人是
最好的创作对象，而“我最欣赏
的一种特质，是人的智慧，不分
男女”。

正因为作品中成功的女性
角色颇多，许鞍华曾经得到“最
佳女主角制造机”的称号，然而
对此她颇不以为然，“我不是很
喜欢‘最佳女主角制造机’这个
称呼，因为这会给我跟演员们很
大压力，我的经验是，冲着得奖
去拍戏通常是得不到的，没想反
而好一点。我曾经有过刻意的经
验，比如当年拍《今夜星光灿
烂》，我真的很希望林青霞得最
佳女主角，就不停地给她加特
写，结果并没有成功。”许鞍华透
露，自己已有新片在筹划拍摄
中，“现在做好了剧本，在找投
资，接着就会开始筹备看看什么
时候能开拍。”

本报综合

12月11日晚，联合国妇女署与网易女人频道共同举办的
2017年女性传媒大奖在京揭晓，许鞍华获颁年度女性榜样奖
项。这位手握国内外诸多电影大奖的女性导演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我的经验是，冲着得奖去拍戏通常是得不到的。”

近日，由金子修介执导，梁家辉、佘诗曼主演的商战大片
《西伯利亚风云》正在如火如荼地拍摄中。该片集爱情、商业竞
争、边境生活为一体，直面描写中国商人在俄罗斯生存状态，
讲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中俄边境几代人的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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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至爱爱梵梵高高》》
提提名名金金球球奖奖

佘佘诗诗曼曼

梁梁家家辉辉

许许鞍鞍华华佳佳作作不不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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