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剧照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编辑
#

王丽丽
$%&'() # $%&'&(()!"#*+,-

.*! 文娱新闻版
!

"#$ %&$

!"# $%&

!!!!!

手持#接力棒$

陈凯歌压力重重

作为自!和你在一起"之后的又

一部关注当下的现实主义作品#陈凯

歌表示!搜索"的拍摄让他压力重重$

%在电影!搜索"里#有企业老总#有失

业青年#有职场菜鸟#有电视记者#也

有要死要活的白领# 因为是一部群

戏#所以我要接受来自社会各行各业

的检验#这份压力不小$ &除了题材#

更让陈凯歌导演%忐忑&的是关于好

莱坞大片在大陆电影市场的新政策#

%从今年起#每一个月#我们至少要面

对两部以上的好莱坞大片#'前暑期

档(已经压得中国电影在自己的市场

上抬不起头#所以怕
/

月
#

日接力棒

送我手上时#我也掉链子$ &陈凯歌风

趣的说$

姚晨扛起%大女人&旗帜

此番姚晨饰演的记者#在生活中

是一个勇敢的大女人#在工作中是一

个可怜的女魔头$ %陈若兮这个角色

是一个大女人#在家里是男友和表妹

眼中的大姐大#在办公室是员工和领

导眼中的女魔头# 但很可怜的是#这

种大女人主义不讨人喜欢&# 姚晨坦

言#%其实#她们只是想承担更多的责

任$ &

而在谈及戏中与赵又廷的%姐弟

恋&#姚晨坦言)%我们的爱情开始时

是相濡以沫的#很恩爱很甜蜜#而最

后却是相忘于江湖#这一点很像是

!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坚强坚韧#

不依附*不盲从$ &

降不住陈凯歌

姚晨偏爱闷骚技术男

在发布会的演员互问环节中#众

演员频频互动#妙语连珠$ 姚晨首先

向导演发问为什么选她来演记者陈

若兮#导演的回答则对姚晨的表演给

予了极高的评价)%放眼望去#所有女

演员中最像记者的就是你#舍你其谁

啊+ &姚晨也说演了记者后#电影宣

传团队想在宣传期让她真做记者采

访
!0

位记者$ 没想到现在有网站又

请她做采访记者#做成
1

集纪录片$

王学圻感慨地对主持人经纬说#你要

失业了#她,姚晨-野心大#要抢你饭

碗$

主持人经纬问制片人也是主演

的陈红戏里是王学圻的太太#戏外你

是陈凯歌的太太#现场俩老公#你什

么感觉+ 陈红左看右看说#%我怎么

爱上的都是老男人&#并爆料说#%我

和姚晨是一个口味#她私下老和我唠

叨)说赵又廷不是她最爱#陈凯歌才

是她的菜$ &

姚晨调侃道)%陈凯歌导演像是

人民币那样人见人爱的类型#只有像

红姐这样五十年才能出一个的大美

女才能降得住$ 而像我这种普通的

女青年还是比较偏爱闷骚技术男

的$ &

%高赵恋&又被问及

在介绍电影中人物关系时#主持

人介绍姚晨是赵又廷的女友#姚晨插

话# 是戏里的正牌女友# 引来嘉宾

和记者会心的笑$ 王珞丹说自己是

赵又廷的表妹# 并且是戏里赵高的

红娘# %戏里我是你 ,赵又廷- 的

红娘# 让我原来的嫂子 ,姚晨- 不

幸# 让我表哥戏外的嫂子找到幸福$

我的姐姐 ,高圆圆 - 找到姐夫 $&

在发布会 %搜索真心话& 相互提问

环节# 姚晨说自己会搜索一下 %赵

又廷高圆圆恋情&# 在戏里经常给赵

又廷惹事的王珞丹又给赵又廷抛出

一个让现场记者大赞的问题# %你

是戏里的表哥# 先爱上叶蓝秋$ 还

是戏外赵又廷# 先爱上的高圆圆+&

赵又廷感叹 %戏拍完又给我惹事&#

只好回答) %并进# 并进.&

%高赵恋& 的问题并没有结束#

陈凯歌导演也被记者问到两人恋情#

陈凯歌说 # %这都是电影的魅力 #

演一部电影又多一个爱情# 又是何

乐而不为呢.& 接着又有记者提问赵

又廷# 高圆圆今天没来# 是为了避

嫌吗+ 赵又廷说# %我们都公开了#

显然不是# 是圆圆家里私事# 无法

到今天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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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

姚晨'赵又廷'王珞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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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导演的电影 !搜索" 定于
#

月
$

日上映(

%

月
&'

日(该片在京举行了人物海报发布会) 发布会上(陈凯歌领衔

众主演#打成一片(欢乐不断&(先是承诺要拍!搜索
(

"帮姚晨

赵又廷#复合&(再是#忐言&担心!搜索"在
#

月
$

日上映时给

国产电影#掉链子&* 由于个人家事原因(电影女主角高圆圆临

时未到场(但发布会现场依然有她的名字和传说(#高赵恋&被

记者多次问及(高圆圆#反复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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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赵又廷很

忙#他最近接连有三部新片上

映#陈凯歌的!搜索"之前#还有

和杨颖,

.234(5'5'6

-合作的青

春纯爱影片 !第一次",

#

月
7

日-#以及和杨颖*黄渤等主演

的动作片 !痞子英雄",

#

月
"!

日-$ 正在拍摄中的还有赵薇

的!致青春"#其忙碌程度堪比

一线红星$赵又廷为何这么红+

1

月
80

日电影!第一次"试片#

导演韩延映后与记者交流时表

示#一开始也想找内地的明星

演#但排来排去#%年龄*形象*

气质*媒体知名度*票房号召力

都合适的#找不到$ &

!第一次"号称是青春纯爱

影片#内地也有纯爱片+ 记者

看片前对该片期待值并不高#

不过!第一次"倒是给了记者不

少惊喜$ 桥段不造作#爱情很

清新# 亲情很动人# 情节有惊

喜# 还有歌舞和摇滚. 虽未见

完美# 但把一个老套故事 ,一

对男女相爱# 而女孩患了不治

之症- 拍出了新意# 不容易$

赵又廷和
.234(5'5'6

表现上

佳#

.234(5'5'6

美丽清纯# 绝

对是
8#0

度无死角女神# 配角

江珊妈妈有味道# 客串白百何

是最大笑点$ 有评价称 !第一

次" 是内地版的 !那些年# 我

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导演韩

延坚决否认) %完全不是# 那

个是自传# 我这个是另一个方

向的纯爱电影$& 也确实不像#

!那些年" 是回忆# 而 !第一

次" 正青春$ !那些年" ,未

删剪版- 重口味# !第一次"

是韩剧范儿# 真的纯$

韩延中戏导演系毕业#是

位
70

后#面对媒体还有点羞涩

和紧张$ 这是他第一部正式进

院线的电影#%以前拍过
#

部#

都是低成本 # 也没想过进院

线$ &韩延说#!第一次"能到这

种程度#他也没想到$ %江志强

,著名制片人- 看到我的剧本

了# 才找的我$ 一开始打给我

时#我还不相信呢#我以为骗子

呢 . 毕竟圈内这种事儿挺多

的$ &这位监制过!卧虎藏龙"*

!英雄"等大片的著名监制在决

定做这个项目时也对韩延表

示# 就是要赌一赌这种类型的

片子在内地有没有市场$

!第一次"男女主演来自台

湾和香港#如今内地明星资源

丰富#为何要在港台明星中找

演员+ 韩延透露#其实他一开

始写剧本时#也是想找内地明

星演的#%可现在内地年轻演员

荒#这也是很多制片公司电影

投资人很头痛的$ 拍!第一次"

时我列了很多表#排来排去#一

长串一长串的名字#但排下来#

气质*形象*年龄*媒体知名度*

票房号召力都合适的#真没几

个$ &所以#最后才选择了杨颖

和赵又廷#%杨颖是长大后才去

香港的#赵又廷是在加拿大长

大的#也不算很台湾吧#磨合下

来觉得还不错$ 整体看来#赵

又廷形象清新健康#演技令人

放心$ &

!第一次 "中扮演赵又廷

父亲的#真的就是赵又廷的父

亲*台湾知名艺人赵树海$ %我

那时定下了赵又廷# 就想#得

给他找个口音相似的父亲$ 有

趣的是# 当找到赵树海时#父

子两人都不知道自己所接的

戏和对方是同一部$ &韩延很

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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