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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老人院"宣传海报

阅读

提示

比 !桃姐" 好看 该哭哭想笑笑

!飞越老人院"

#

月
+

日在京

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明星观影会# 各

界名人明星观影捧场 $ 导演张杨

也亲临现场# 特向前来捧场的明星

嘉宾与好友们表示感谢# 并坦言%

&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一直是我所专

注的话题# 但是老年题材的电影却

很少 $ 老年人有自己的想法和追

求# 作为儿女应该多花些时间和心

思去陪伴他们# 了解他们内心真实

的想法$' 张杨强调# &其实老人

也有梦想# 年轻人应该多去倾听他

们的需要# 帮助他们实现愿望# 老

人的梦想就是我们的责任'$ 参演

!飞越老人院" 的演员廖凡也表示%

&能与老艺术家们一起合作非常荣

幸# 在片场老人们每天五六点钟就

起床锻炼# 感觉他们身体很棒# 还

很年轻$'

!飞越老人院" 讲述了一群花

甲老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集体从

老人院 &越狱' 而出# 踏上寻梦之

旅的动人故事 # 比起同类题材的

!桃姐"# 张杨很自信# !飞越老人

院" 更积极# 更好看# 也有更多的

小幽默$ &!桃姐" 相对比较沉闷#

而这部影片给观众的感觉更加强

烈# 观众在看时该哭就哭# 想笑就

笑# 感觉上和大众更接近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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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老艺术家力挺张杨

有口碑票房大热的 !桃姐"在

前# 人们对这一部同样聚焦老人的

电影格外关注# 之前在各大城市的

试映中#!飞越老人院" 收获了不俗

口碑$ 但与前者不同的是#!飞越老

人院"居然是有点&疯狂'的&青春励

志片'#充满了浪漫色彩#有令人感

怀落泪之处#更多的却是无限欢乐$

张杨希望以此片 &献给我们老去的

父母#和终将老去的我们'$

!飞越老人院"前所未有地将新

中国电影史上几乎全部著名的老艺

术家&一网打尽'%许还山(吴天明(

李滨 (王德顺 (唐佐辉 (蔡鸿翔 (田

华(陶玉玲(刘江(牛
!

(管宗祥(仲

星火( 张华勋))所有老演员的年

龄加起来超过
1233

岁#平均年龄超

过
43

岁$

按田华的说法# 从前他们这些

当仁不让的主角们# 这次集体扮演

了一个角色&们'***那些甚至没有

姓名(没有台词的&老人们'#不为别

的#就因为如此难得拍成的题材(如

此难得一聚的机会$

关于影片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

张杨父子的联手$ 张华勋正是张杨

的父亲#张华勋也是导演#曾执导过

!神秘的大佛"$ 据说这父子俩的关

系曾经颇为紧张#但随着岁月流逝#

长大成人的张杨对父亲有了更多担

待与体谅#更邀请父亲客串#想让老

人原本郁闷( 严肃的晚年生活有所

改变#找到自信$ 父子之间也因此有

更多沟通# 张华勋力挺儿子%&这部

影片从另一个角度延续了他对家

庭(父子关系的关注#探讨了父(子(

孙三代人之间的沟通#很感人#拍得

非常好+ '

坚持拍当下的原创性电影

从 !爱情麻辣烫 "到 !洗澡 "到

!向日葵"等影片#张杨一直关注现

实中人性的东西# 也从不为商业利

益所动摇$ &我还是喜欢拍有人味儿

的电影#这一部讲的是家庭关系#虽

然是老人题材# 但不是非要到我自

己六七十岁再拍# 年轻时就该经常

想想关于人活着为什么( 生命和死

亡的问题$ '他直言#电影很重要的

一点还是记录当下的生活状态#关

注现实问题# 或许是其更有意义之

处# 过几年再回头看# 会有一些价

值$

谈到这次集结了那么多老艺术

家来演戏# 张杨说反倒比调动年轻

演员要省心#&越到这个年龄越好接

触#七八十岁了反而不跟人较劲了#

我当初担心他们或许会在表演上不

对接#也完全没问题#都是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培养出来的演员+ ' 张杨

说# 唯一比较特别的是准备工作要

做得很充分# 毕竟都是那么大岁数

的老人#片场救护车(医护人员等医

疗设施都要备好# 每个老人的饭菜

也是精心单做的# 至于拍戏时间当

然要短些$ &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大明星# 但这一次在片中都不是

主角甚至没台词# 他们看中的是这

部片子提供了为他们相聚的机会$

至于片酬#就是一人一个红包#也不

多'$ 张杨很感慨老艺术家们的敬业

精神# 说这可能是对他们做最后一

次记录, 而客串出演的陈坤等年轻

明星#在他看来也不可能带动票房#

只是他们个人的一种姿态% 向老艺

术家们致敬$

影片选在母亲节档期上映#依

旧要面对余威尚存的好莱坞 &两艘

大船'#以及紧逼而来的!复仇者联

盟"等大片$ 张杨一脸淡定#不是没

有压力#而是泰然接受与一份自信#

&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有可能

会引起老百姓的兴趣呢+ '当然#对

于相关部门对待美国大片与中国导

演审查制度的&厚此薄彼'#他直言

很不公平#&我们本来就是小米加步

枪比不上人家了# 竞争还不在同一

个水平上+ '在他看来#现在拍电影

的压力比十几年前要大# 创作空间

受到商业和审查的限制#&我始终认

为#电影不是成功模式下的复制#而

是需要原创性的东西# 十几年前电

影人想法反而比较开放'$ 他说自己

是个坚定的人# 不会受外界太多的

影响# 即便在这个以票房论英雄的

年代$ &我的幸福也就来自于按我的

想法拍电影# 这个社会永远需要一

些最本质的电影$ 而电影只是我生

活的一部分# 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情

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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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 # 由张杨执导的电影

!飞越老人院" 在北京举行

了明星观影会 # 顾长卫 (

高群书( 管虎( 筷子兄弟(

蓝燕( 李少红等知名导演(

演员纷纷现身为张杨助阵#

葛优代表父亲葛存壮出席#

张扬导演透露称葛存壮因

身体原因未能出演这部戏

遗憾至今$

当天 # 著名演员葛优

一身休闲装亮相红毯参加

观影活动 # 导演张杨透露

称葛存壮本来也会参演这

部电影 # &原本葛存壮老

师是要饰演片中牛
!

老师

所饰演的患有帕金森症的

-老金. 这个角色的# 老爷

子还特地为这个角色准备

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 连造

型都已经想好了 # 但最终

还是由于身体原因没能参

加演出#' 张杨表示# &后

来葛优跟我说 # 老爷子一

直因为没能参演的事情而

耿耿于怀 # 我也感到非常

遗憾 # 成片还没请葛老爷

子看 # 希望在他身体允许

的情况下让他看到$'

张杨称 # 记得去年夏

天他到葛存壮家去探望老

爷子时 # 老爷子还给他即

兴表演 # 讲他对角色的理

解 # 使他对老一代艺术家

们的认真敬业精神非常钦

佩$

%

网易
&

葛优代父亲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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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复仇者联盟"热气依旧不减%不过从
'

月
(

日起%该片却要受到!飞越老人院"&!追凶"&

!影子爱人"和台湾片!赛德克'巴莱"等多部影片

的围堵%本周日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每年
'

月的

第二个星期日)%其中%由张杨导演&

!"

余位老艺术

家共同主演的*老年励志片$!飞越老人院"无疑是

该档期最适合陪同母亲观看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