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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峥：

找我主演是看颜值

作为五一档为数不多的悬
疑类型片，《幕后玩家》讲述了坐
拥数亿资产的职业炒股人钟小
年被绑架在自己家中并被人秘
密监视，他的妻子、合作伙伴、朋
友也接连身陷漩涡中，在重重危
机中钟小年必须与幕后人斗智
斗勇，展开一场金钱游戏的故
事。在电影中，徐峥饰演的男主
角钟小年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庄
家，为了更贴近人物形象，平素
以光头形象示人的徐峥，也为此

“长”出了头发以便更贴近精英
形象。

在现场互动环节，谈及为何
要出演这样一部电影同时还担任
监制为电影保驾护航的时候，徐
峥表示，自己其实很喜欢悬疑片，
自从演过《催眠大师》后已有四年
时间没有涉猎悬疑片，其实他每
天都会看到各种悬疑片剧本，而

《幕后玩家》的剧本是他能够一口
气读完的好剧本，所以看完二话
没说他就决定要演。导演任鹏远
也不忘补充说，徐峥为电影做了
很多贡献，选他主要是因为他“颜
值高”。说到电影的必看理由时，
任鹏远不忘现场扔下一个大料：

“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电影，电
影里有徐峥和王丽坤的吻戏！”

导演：

要给观众更多元选择

今年的五一档电影种类各

不相同，给了观众更多的选择空
间。当被本报记者问到为何想拍
一部悬疑片的时候，导演任鹏远
表示，其实五一内地电影市场，
不一定非要局限于某一个类型，
希望能够给观众提供更多的选
择空间。而且在国外，悬疑片属
于很大的一种电影类型，但在国
内才刚刚起步，所以需要观众去
不断地开拓这个市场。徐峥也在
现场呼吁，电影市场要更加多元
化，各种各样类型的电影都要
有，才能够呈现给观众更好的体
验。这也是电影工作者的初心。

都知道悬疑片不好拍，在《幕
后玩家》中不仅有密室逃脱、绑
架、幕后操控和金钱交易，还有不
少反转，可以看出，导演的野心不
小。以观众的角度来看，悬疑片最
难拍的肯定是多重反转剧情，但
任鹏远却并不这么认为。现场他
表示，其实悬疑片的反转并不难
拍，最难拍的是如何让情节和反
转剧情更完美地结合，更能自圆
其说。他透露，自己和徐峥曾剪辑
过不同版本的成片，剪完发现目
前这个版本最能够将情节和反转
剧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赵达也

透露，不管是导演还是监制，他们
并不是让电影为了反转而反转。

观众：

是有温度的悬疑片

4 月中旬时，《幕后玩家》曾
经亮相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点映过后收获不少好评。其中，
让导演任鹏远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一位观众的评价，他认为《幕
后玩家》是一部有温度的悬疑
片，这也正是导演想要表达的诉
求。也有不少看过电影点映的观
众表示，“万万没想到，看个悬疑
片竟然看哭了”。据导演透露，光
是《幕后玩家》的剧本，自己就断
断续续地准备了有两年时间，虽
然中间穿插着写过别的剧本，但
是《幕后玩家》的剧本经过导演
的反复思量和推敲，呈现出的情
感戏份与悬疑戏份并重，做到了
一个很好的平衡。

《幕后玩家》不仅有徐峥的鼎
力相助，还请到了王丽坤、王砚辉、
段博文、赵达等实力派演员加盟，
其中常常饰演反派的王砚辉更被
导演和徐峥现场“平反”，表示现实
中的王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演
员，经常卖萌。此外，祖籍山东的演
员赵达在电影中饰演徐峥的左膀
右臂，有不少吃重的戏份。

据他透露，光是一场翻车
戏，他就前前后后拍摄了四天时
间，而且当时正值最热的时候，
地表温度非常高，他每天都要倒
着钻进车里，脑袋一放就是一
天，其敬业程度可见一斑。

《幕后玩家》主创济南路演

徐峥：看重颜值才让我当主角

由乌尔善导演的华语电影
史上首部英雄神话史诗三部曲
作品《封神三部曲》正在紧张地
前期筹备过程中。日前，该片导
演乌尔善分别与黄渤、陈坤合
影，照片在网络上曝光后，引发
粉丝猜测。据了解，《封神三部
曲》将于2020年、2021年、2022年陆
续上映。

黄渤陈坤争相“销魂”

疑为封神再聚首

继全球招募新演员之后，
《封神三部曲》的角色人选近日
疑似有了新的进展。4月27日，乌
尔善导演微博曝光自己与黄渤
的自拍合影，并称“瞧这销魂的
笑”。照片中灿烂的阳光下，两人
头戴蓝色安全帽，露出了“销魂”
的笑容，显得十分开心。之后黄
渤、陈坤以及《封神三部曲》制片
人杜扬也相继转发该条微博。黄
渤在转发中“自恋”回应：“还有
我这销魂的貌，看这打扮要干大
事啊……”，陈坤则对大事充满
了兴趣：“你俩长得如此销魂，是
要干什么大事吗？”乌尔善转发
回应疑问：“没有销魂的你，怎么
干大事？”并配以与陈坤揽肩喝
茶图片，总制片人杜扬转发表示

“封神的人各个销魂”。
合影曝光后，众多网友就黄

渤、陈坤是否参演《封神三部曲》

以及参演角色展开大量讨论，并
留言称：“大制作配真演员”、“黄
渤演妲己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想想就觉得有意思”、“不不不，
我觉得陈坤才是美颜盛世，适合
演妲己”、“哪吒才是黄渤的本
命”。甚至还有网友自制黄渤哪
吒角色图片、陈坤角色图片，引
发大量点赞。

此前乌尔善导演曾表示：
“目前中国很多流行的男性形象
都太偏女性化，过于阴柔和乖
巧，不是我想象中《封神三部曲》
的样子，我觉得中国电影里，缺
少男性的英雄形象，缺少男性美
的健康的展现。”他透露自己不
会以“流量”为标准来选择演员，
担任主要角色的演员，需要通过
大量的训练以完成电影的需要。
这次与黄渤和陈坤合影的曝光，
似乎暗示着三人组即将在封神
中再次合作。

三部曲连拍挑战华语影史

还原朝歌城展现中华文明

《封神三部曲》是华语电影
史上首部英雄神话史诗三部曲
作品，是华语电影第一次采取三
部连拍的模式进行创作。乌尔善
导演表示：“希望大家保持现在
的斗志，克服所有的困难，因为
我们在做一件别人没有做过的
事情，要迎接别人从来没有经历

过的挑战，要有别人
从来没有过的付出才
能真正成功。”

据悉，《封神三部
曲》已于3月22日在青
岛灵山湾举行了朝歌

场景开工奠基仪式，正式开始搭
建大商王朝气势磅礴、繁荣空前
的朝歌城，800亩土地、3万平米
影棚，将把历史记载中的
朝歌城真正呈现在观众
的眼前。为力求完美展现璀
璨悠远的中华文明，导演
与团队曾数次拜访各
地博物馆和商周古
迹遗址，从考证细
节开始去表现
朝歌城的华
美与辉煌。

《封
神三部
曲 》从
2014年6
月就已
经正式进入开
发阶段，2016
年 9 月 起 进
入 筹 备 阶
段，2017年2
月面向全球
海 选 男 女 主
演，目前通过选
拔的演员将计划
在北京进行为期六个
月的封闭训练。影片计划
于2018年至2019年进行拍
摄，2020年、2021年、2022年
陆续上映。 本报综合

乌尔善点将“封神”

黄渤陈坤疑入“销魂”阵

日剧《深夜食堂》因温暖
而奇异的故事被观众喜爱，也
被不少国内电影人看上打算
翻拍。其中梁家辉曾被网友评
价为最适合出演“深夜食堂大
叔”的演员之一，他索性一鼓
作气担任电影版《深夜食堂》
的导演和主演。影片将于 2018
年择期上映。

梁家辉对第一次执导电
影则显得低调许多：“观众的
期待对我来讲也是压力，但是
我作为粉丝的私心是希望能
把‘深夜食堂’带到中国来。”
关于为何选择《深夜食堂》作
为首部导演之作，梁家辉表
示：“因为我是原著资深粉，作
为粉丝的私心我希望能把‘深
夜食堂’带到中国来，给观众
一个贴心、地道、充满中国味
的‘深夜食堂’。”电影《深夜食
堂》讲述了中年大叔（梁家辉
饰）守着一间不起眼的弄堂小
餐馆，每到深夜开张为每个到
访食客做一道属于他的食物。

刘霞

梁家辉执导
《深夜食堂》将上映

5月2日，电影《英雄本色
2018》导演丁晟发布长文，质疑
电影宣发方光线传媒在“宣发”
和“票补”款项上存在问题，要
求光线方出示账目明细。

《英雄本色2018》是由丁晟
执导，王凯、马天宇等人主演的
警匪电影。该片于2018年1月上
映，而负责这部电影的宣发方
则是光线传媒。就在5月2日，

《英雄本色2018》导演丁晟在微
博发布长文，严厉问责光线方

“两千七百多万宣发费”及“一
千万票部款”去向何处？据丁晟
描述，他曾在和光线方的一次
面谈中直接表示希望对方提供

《英雄本色2018》的宣发费用明
细，“花多少，请给个明细，没花
完的，请退回来”。然而时隔许
久仍未收到光线明确的宣发明
细表。自己再追问过去，反而被
光线指责“要求太过分”。丁晟
公开此事意在让光线公开明
细，藉此给投资方交代。 许梅

导演丁晟质问光线
千万宣发费去向

范冰冰将出演
间谍动作片

杰西卡·查斯坦、玛丽昂·
歌迪亚、佩内洛普·克鲁兹、范
冰冰、露皮塔·尼永奥将主演
间 谍 题 材 动 作 惊 悚 新 片

《 355 》，西蒙·金伯格（《 X 战
警：黑凤凰》）执导，《猫女》《纽
约重案组》的编剧编写剧本，
计划打造成系列。

《 355》讲述世界各地各组
织的顶级女特工们联合起来，
阻止一个全球性组织获得一
种武器，这种武器可能会使原
本就不稳定的世界陷入完全
的混乱。她们必须克服文化和
政治上的分歧，形成一种纽
带，共同努力。“355”是几位组
成的新派系的代号，这个代号
最先指代美国革命时期的第
一位女间谍。

影片将在戛纳电影节宣
传，所有女演员都会出席。这
个创意是查斯坦想出来的，每
个人都同意加盟。 孟卿

隔记者 权震乾

由徐峥主演并担任监制，王丽坤、段博文、王砚辉、赵达等主演
的悬疑电影《幕后玩家》已在4月28日上映。4月26日晚，电影《幕后玩
家》在济南举行主创见面会，演员兼监制徐峥携该片导演任鹏远、
演员赵达现身，与现场观众大玩游戏，也畅谈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
趣事。

徐徐峥峥在在现现场场很很幽幽默默 记记者者 逯逯佳佳琦琦 摄摄

陈陈坤坤

黄黄渤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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