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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每拍一部戏，戏中必
须有一个令其仰慕的人物才行，
比如《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对
京剧达到“不疯魔，不成活”的地
步，对爱情也是“从一而终”，这
是陈凯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的人。被问及《妖猫传》中那个令
其仰慕的对象是谁？陈凯歌回答
得很干脆：“一定是白龙。”现实
中的陈凯歌也像白龙一样，用了
6年时间去坚持一个在大多数人
看来不切实际的幻想，实景打造
了一座“唐城”，陈凯歌就像他拍
的人物一样，有股少年气。

打破观众对名人的误读

《妖猫传》改编自日本作家
梦枕貘的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
鬼宴》。这次改编，编剧陈凯歌和
王蕙玲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也
对人物做了一些变动。在陈凯歌
眼中，“大唐是一个充满幻想，有
辉煌气度的开明朝代，在写唐朝
人物的时候也是要强调这个特
性，但也没有违背历史事实。”

在原著小说中主角是日本
高僧空海，而电影做的最大改编
就是将原著中不太重要的白居
易提到了第一男主的位置，让白
居易和空海一起去探究“杨贵妃
之死”。黄轩饰演的白居易，观众
对其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古诗词
中。这次在电影中观众看到了一
个感性多情的诗人形象。“对于
知名人物我们会把他们想象成
一种正襟危坐的形象，我觉得这
是误读。如果白居易很拘谨，是
写不出那样的诗来的。他必须是

感情非常丰富这种才行。”在《妖
猫传》中，杨贵妃“集三千宠爱于
一身”，几乎片中的每个男人都
喜欢她，包括日本遣唐使晁衡

（阿倍仲麻吕），而原著中两人并
未产生情愫。但陈凯歌觉得，“晁
衡就是杨贵妃的仰慕者，他眼看
着贵妃遭到不公正待遇，却没有
挺身而出，是非常自责的。”

流量明星演不了杨贵妃

在《妖猫传》选演员的时候，
副导演直接给陈凯歌递了一张
演员的各种大数据，里面包括这
个演员坐拥多少粉丝，上过几次
热搜头条等。但被陈凯歌拒绝
了，“我知道现在选演员一般都
是这样的方法，但这对我来说不
是特别合适，因为数据不能完全

说明一切，我们要找的是合适的
演员”。陈凯歌导演对于选角确
实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当年拍
摄《荆轲刺秦王》的时候，大胆选
用李雪健来演秦王嬴政曾惹来
非议，但影片上映之后，也扭转
了不少人的观点。这次《妖猫传》
中，导演陈凯歌在选角上最大胆
的决定就是让张榕容来饰演杨
贵妃这个角色——— 作为混血儿
的张榕容引起不少观众的质疑，
但陈凯歌却有着自己的理由，

“中国在魏晋南北朝进入到隋唐
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候汉
族是完全接受胡人的，吸纳了很
多周边不同民族进来，在这种情
况下出现一个胡人血统的贵妃
是很正常的。”

对陈凯歌来说，杨贵妃“具

有一定的神秘性、距离感、陌生
感，如果是经常出现在八卦新闻
里的流量明星，就不适合演杨贵
妃。并且这个角色在演技方面是
比较考验演员的。”

花6年还原一座唐城

“大唐”是陈凯歌一直想触
碰的一个时代，为了能够呈现出
他心目中的大唐盛景，陈凯歌耗
费了6年时间在湖北襄阳搭建了
一座“唐城”。对于陈凯歌来说，
想要拍这部电影，“没有实景其
他都谈不上”。

从6年前开始，陈凯歌就找
了一批比较年轻的创作人员，带
着他们一起构思，要建造一个
城。并且，陈凯歌还做了一个大
工程，在搭建的“唐城”里种了两
万棵树，槐树、松树各种各样的
树都有。“唐城”的实景搭建完之
后，陈凯歌又为每个场景寻找合
适的影像风格。比如，花萼相辉
楼的“极乐之宴”这场戏是全片
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陈凯歌
坦言，“这个场景有点‘仙山琼
阁’的意境。风格上接近中国文
人画，就像是立体化的青山绿
水。”这场戏在灯光布置、群演走
位、机器的运动如何与人物相配
合等方面都极其复杂，共拍摄了
23天。陈凯歌对摄影指导曹郁的
要求是“一个镜头内光线要有变
化，不能在一种光线下完成，应
该是丰富的”。为此，曹郁在摄影
上打造出八重光，很多场景的光
线都非常灿烂，展现了陈凯歌心
目中的大唐气象。 滕朝

陈凯歌的《妖猫传》有股少年气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
局2017年12月31日晚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7年全国电影总票
房为 5 5 9 . 1 1亿元，同比增长
13 . 45%；国产电影票房301 . 04亿
元，占票房总额的53 . 84%；票房
过亿元影片92部，其中国产电
影 5 1部；城市院线观影人次
16 . 2亿，同比增长18 . 08%。

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生
产电影故事片798部、动画电影
32部、科教电影68部、纪录电影
44部、特种电影28部，总计970
部；国产电影海外票房和销售
收入 4 2 . 5 3 亿元，同比增长
11 . 19%；全国新增银幕9597块，
银幕总数已达到50776块。

据介绍，全年共有13部国
产影片票房超过5亿元，6部国
产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影片

《战狼2》以56 . 83亿元票房和1 . 6
亿观影人次创造了多项市场
纪录，成为国产电影的突出亮
点。而据国外信息服务提供商
数据显示，国产片《战狼2》亦成
为国际市场表现最好的影片，
位列全球票房榜第六。《速度
与激情8》则成为内地票房最高
的引进片，综合票房26 . 7亿人
民币，分账票房25 . 18亿。

棕鹤

2017 全国电影总票房
突破 559 亿元

近日，首部南极实拍冒险
爱情电影《南极之恋》（原名：

《南极绝恋》）发布“深情相拥”
版海报和“生死相守”版预告，
宣布定档2月2日。该片由关锦
鹏监制、吴有音执导，赵又廷、
杨子姗主演，这也是继《致我
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后，赵又
廷与杨子姗再度合作。

电影《南极之恋》改编自
导演吴有音创作的长篇小说，
讲述了婚庆公司老板吴富春

（赵又廷饰）和高空物理学家
荆如意（杨子姗饰）在南极上
空遭遇坠机，两个毫无共同语
言的男女，在酷寒冻土、随处
都是绝境的南极腹地中，面对
伤痛折磨、物资匮尽的困境，
两人彼此依存、互生情愫的纯
爱故事。整支预告音乐悠扬唯
美，将这份世界尽头的极致纯
爱烘托成一首无瑕的情书，打
动无数观众。

该片自2015年开机以来，
历经2年后期和CG特效制作，
导演吴有音带领赵又廷及一
众拍摄团队，跨越约两万四千
余公里的行程踏上南极大陆，
成为人类历史上首部在南极
实拍的爱情电影。此次影片终
以《南极之恋》之名大气回归，
相比之前的“绝恋”更具生命
的宏伟和纯爱的荡气回肠。

孟卿

赵又廷杨子姗再合作
演绎“南极绝恋”

《大世界》金句频出
段子来自现实生活

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大世
界》即将于1月12日登陆全国院
线，今日片方发布新预告片。预
告中呈现的荒诞风格，显露出影
片的喜剧性：一群人为争夺巨款
不择手段，而背后的动机却令人
啼笑皆非；台词设计巧妙，金句
频出自成“段子”。电影《大世界》
是继《大护法》后，第二部登陆院
线的国产成人动画电影。影片
的整体基调诙谐荒唐，反衬出
现实中成人世界的残酷性。

电影《大世界》讲述工地司
机小张因抢劫巨款，被各路心怀
鬼胎的人马追逐而引发的一连
串荒诞故事。此次公布的预告
片，围绕主线内容展开，并从剧
情、人设等方面表现出影片的荒
诞幽默性。剧情上，众人争夺巨
款的动机看似荒唐，却透露出底
层百姓面对生活较深的无奈感；
在人设上，人物身份具有趣味戏
剧性。此支预告曝光了部分角色
的“头衔”，诸如“黑科技夫妇”、

“学院派保镖”等，这些独特的设
置让人物更具辨识度；台词上，
影片中金句频出，自成“段子”。
导演刘健曾在采访中透露，片中
不少对白的灵感来源于其对生
活的观察。比如，影片中一段有
趣的对话，就是导演在医院看病
时听两位中年男人聊天记下的。

《大世界》所采取的“喜剧”
性表现手法，反而让影片更为犀
利地呈现出社会现状，突出其现
实主义成人向动画的特点。

黄秋桐

元旦档一匹黑马杀出

《前任3：再见前任》票房4亿逆袭
在上周元旦档四天时间

（2017 . 12 . 29—2018 . 1 . 1）里，《前
任3》以4亿拔得头筹，登顶元旦
档冠军；《妖铃铃》四天拿下近3
亿，位居亚军；冯小刚《芳华》继
续发力，四天拿下2 . 47亿，力克

《二代妖精》和《解忧杂货铺》两
部新片，占下票房榜第三位，累
计票房突破12亿。竞逐效果下，
大盘落定15 . 71亿，假期效应明
显，为贺岁档刷下又一波高峰。

元旦档票房创新高

贺岁档继续如火如荼，《芳
华》、《妖猫传》话题效应依旧明
显，不过该档期还是被新片攥
在了手里。上周五，共计四部新
片上映，吴君如导演首秀《妖铃
铃》凭借港式喜剧的招牌在首
日拿下 9049 万票房，登顶日冠。
另外三部新片《前任 3》、《二代
妖精》、《解忧杂货铺》依次排
开。《芳华》和《妖猫传》位居第
五、六位。

随后周末两天，排位发生
剧烈变化，首先是《前任3》逆袭

《妖铃铃》，登顶日冠。其次是
《芳华》再次杀将回来，并接连
逆袭《二代妖精》和《解忧杂货
铺》以及《妖铃铃》，占下日榜第
二名。排位至此稳定。

总体来看，在四部新片及
《芳华》的带动下，大盘单日在
周日超过5亿，四天累计突破15
亿，比去年同期翻了近一倍

（2016 . 12 . 30—2017 . 1 . 2/8亿），创

下近来元旦档最高，
也为今年贺岁档刷下
又一波高峰。

不过，必须指出
的是，单从数字来看，
大盘表现实属不错，
但单片来看，该档期
稍显平庸。首先，新片
并无太出众者，四部
新片也并未拉开太大
的档次，整体票房分
布平均；其次，即便是
位 居 冠 军 的《 前 任
3 》，单日表现最好亦
不过 1 . 2 亿。

《前任 3》刷屏

社交网站

要说元旦档最大
赢家，非《前任 3》莫
属。上映四天累计 4
亿，远远超过前两部票房（《前
任 1 》1 . 2 9 亿；《前任 2 》2 . 5 1
亿）。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
系列 IP 累计粉丝主力，主打韩
庚、郑恺雷打不动。从猫眼用户
画像可以看出，该片女性观众
占比高达六成以上。另外一个
原因就是假期效应带动，纵向
比较前两部，《前任攻略》选在
春节档，当年有《澳门风云》和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竞争过
于激烈；《前任 2 》则选在 11 月
初，缺少假期效应的带动。

《前任3》上映第二日便强
势破亿，拿下单日票房冠军。而

在第三日过半之际，《前任3》的
票房已势不可挡地突破两亿，
单日票房过亿再次强势蝉联榜
首，使《前任3：再见前任》成为
元旦档最热门的电影。

从豆瓣、猫眼等各平台数据
来看，《前任3》是档期中口碑最
高的一部影片，不少观众表示

“假期看完《前任3》，觉得最值回
票价。”跨年看《前任3：再见前
任》成为年轻人间的社交热点，
颇有话题性的“前任”主题，加上
接地气的情节共鸣，激发了不少
观众的创作欲，“前任3再见前任
影评”甚至成为了热词一度高居
微博热搜榜。 本报综合

《《前前任任33：：再再见见前前任任》》

《《妖妖猫猫传传》》黄黄轩轩和和染染谷谷将将太太戏戏份份并并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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