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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亲爱的"于
$

月
%&

日晚
'(

点在全国上

映#!亲爱的"是导演陈可辛进军内地电影市场的第五部作品$

$

月
%)

日该片在京举办发布会$陈可辛和赵薇与记者进行了

深入交流#可以看出$陈可辛想要的不只是苦情戏%而赵薇$这

次突破的也不仅仅是演技#

谈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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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陈可辛选择打拐题材很讨巧$ 陈导却直言如果

!亲爱的"剧本只是一个单纯的悲剧$他完全不会拍$&!亲爱的"

绝对不是一部单纯的拐卖儿童的电影$因为这些东西我们看过

太多#我选择这个题材完全出于个人喜好$我喜欢情感内涵比较

丰富的故事# '陈导坦言(&这部电影特别之处在于
&*

分钟后新

人物的出现$而在此前她是一个反派$这给了我们换个角度思考

的机会# '人生境遇的双面性是陈可辛想要在片中表达的重点$

为此陈导不断通过故事)结构去服务这个双面性#

谈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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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遇过最较真的演员$陈可辛点名黄渤与邓超$片场最

轻松的演员则是赵薇$&赵薇放松到连监视器回放都不看# 她

这次改变那么大$其实她*演戏+最不用方法#偶尔我会跟她聊

剧情$但她不太喜欢聊$演的时候就有了*感觉+# '

陈导透露$好的演员做导演$通常都不会太差$黄渤不做

导演可惜了$他不仅分析能力过人$片场经验也丰富$&做导演

其实最难的是应付演员们的脆弱和不安$ 而他们做了导演后

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问题$因为他们自己通常是主角# '

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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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做了母亲的赵薇坦言此次出演最契合心境$ 在出演李

红琴之前$她对这个角色一点把握都没有$&她在电影开始
&*

分钟后才出场$观众在前半段已经建立了对丢了孩子的黄渤)

郝蕾夫妇的同情$ 我怎么才能让大家回来站在我的角度看待

我的故事, 这需要每一场戏都把握好情绪$ 稍微不到位就废

了# '而刚开始$赵薇最想演的是黄渤的角色$&为什么出去找

孩子的都是爸爸$就不能是妈妈吗, 当时我是有点女权的# '

出演农村妇女形象$赵薇连底妆都省了$连头套$她也选

择了一个不会剪头发的人修剪# 谈起陈可辛导演点评自己在

片场时的轻松$ 赵薇调侃道(&这次角色的造型让我失去了看

监视器回放的欲望$所以干脆放弃了# '

聊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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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菲和谢霆锋重新相恋$两位当事人都没有发声$作为王

菲好友的赵薇自然就成了被媒体追问的对象# 加上赵薇曾在

录制!十二道锋味"时说&某人果然没爱错'$被网友认为是&锋

菲'再度携手的红娘#

赵薇对此回应(&我也是看见网站上登出来的东西才知道

他们在一起的$之前根本一无所知# '至于&某人没爱错'的评

语$赵薇澄清说这句话没有特指王菲$而且如果早知&锋菲'在

一起$以自己的个性是不会讲这样的话的# 对于&锋菲恋'$赵

薇称(&王菲是成年人$而且比我还大$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左右另一个人的想法和行为$只能给予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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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片中好像没有明确的坏人"反而大家都是可怜人#

陈可辛! 不可能简单地分为好人和坏人$ 这样人生太容易

了# 从!投名状"开始$我就注重两面性$很多事就是好人坏事#

记者!那些寻找走失孩子的父母组成一个组织"这是他们

的真实状态吗$

陈可辛!电影是艺术创作$现实留给新闻$片中很多地方是

我的想象# 我希望观众在同情他们时也有反思$毕竟当一个人

完全身处于自己的角度中时$有些行为可能匪夷所思# "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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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左$调侃黄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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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由国家大剧院与总政

歌舞团联合制作的&升级版'舞剧!马可-波

罗"$ 将于
"*

月
""

日作为国家大剧院第三

届舞蹈节的开幕大戏上演#

$

月
+,

日剧组

举行联排$向媒体展示了&升级版'的诸多亮

点$其中的中国元素非常惊艳#

$

月
+,

日的探班中$ 剧组展示了蒙古

顶碗舞) 江南水袖长绸舞) 马可-波罗与中

国公主的男女双人舞等桥段$ 其中既有表

现蒙古大汗金戈铁马的英雄豪气$ 亦有水

韵江南儿女情长的缠绵$ 展现的中国元素

非常惊艳#

执行导演沈晨称$希望借此展现&升级

版'!马可-波罗" 的特色$&对于历史沧桑感

的还原体现$是此次.升级/的重点$比如重

新打磨的蒙古.顶碗舞/$是根据史书记载)

重新编排整理的$更符合我们对于当年历史

想象的民族舞蹈# ' %许青红$

&马可'波罗(联排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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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由浙江卫视打

造的大型户外真人秀!奔跑吧兄弟"在秀山岛

举办新闻发布会# 这档中国版的
-.//0/123/

由
4

位固定艺人和不同嘉宾参与录制$定于
'*

月
'*

日接档!中国好声音"播出#

现场$&奔跑团'成员邓超)王宝强)陈赫)

郑恺)

!/15637378

) 王祖蓝讲述了节目录制中

的欢笑和汗水$ 缺席发布会的李晨也在罗马

发来了他参加节目的感言#邓超笑称$自己为

了节目辛苦到 &白天腿在奔跑$ 晚上嘴在奔

跑'# 主办方透露$!奔跑吧兄弟"是由浙江卫

视和韩版
-.//0/123/

制作团队联合制作#

节目由
4

位固定艺人和不同的嘉宾参与录

制$对应每期节目不同的主题$分为不同的队

伍进行比赛#赛事上$不仅要求明星们有好的

体力$更需要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作为队长的邓超$经常在白天录制完节

目后拉着队友们晚上开会$总结)分享经验$

并帮队友们找到自己在节目中的定位$经常

&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看看表$又只能睡一

小时了'#邓超戏称$&白天腿在奔跑$晚上嘴

在奔跑'#而被问及最想推荐谁上节目时$邓

超直言&'$&想让她感受一下$但真心太

累了$又不想让她太累$还是别参加了'#

&趣味)互动)快乐)解压'$这是&奔跑团'

成员们在参与节目录制后$ 说得最多的关键

词#艺人在节目中颠覆以往形象的大胆突破$

也是这次节目中最大的看点之一# %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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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斗戏的典范当属本山的乡村系列 "

尤其 %乡村爱情& 长达
4

部之多" 都够一

列地铁的车厢数了# 而且其体量一般都不

大" 动用明星大腕的也不多" 几乎唯有本

山的农村剧 " 可与众卫视热门剧分庭抗

礼# 像 %马向阳下乡记& 请来吴秀波这等

大腕并登陆央视黄金档的" 乃农村题材中

的稀有物种#

虽说吴秀波长相算不上洋气"但土气是

绝对没有的"要他演个山野村夫不太实际#

而马向阳何许人也$ 好歹也是城里商务局

市场科科长"人称'马大能耐("名头貌似还

挺响亮" 本职岗位上却是个不着四六的家

伙"大多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徒步旅行#

片头游艇上的一个漂亮俯拍镜头充分

交代了 ! 这就是一个享受分子 # 可就是

这么一个与农村生活完全不搭的人物 "

突然被一纸调令以扶贫为由塞到了一个

叫大槐树村的山坑旮旯 " 美其名曰村第

一书记#

%马向阳下乡记&与以往农村题材最大

的不同" 正在于吴秀波演绎的这位第一书

记不再是高大全的既定形象#

试想 " 一个热衷生活的家伙突然被

发配到了农村 " 他能有何作为 $ 和都市

中大多数人一样 " 他连两垄地多大都没

概念 " 一个小耗子就能吓得他整宿不得

安生 " 这样找不着北的 )问题干部 ( 下

乡 " 笑话自然是少不了的 # 这同时也是

该剧的趣味之处 " 就好比把王宝强放逐

泰国 " 自然一路 )泰礮 (# )问题干部 (

马向阳的大槐树乡之行 " 难免也是 )人

在礮途(# 当然" 在经历了九九八十一礮

后 " 故事还得让他修成正果 " 最终载誉

而归#

不知从何时起"电视剧中的广大农村不

再以敦厚淳朴为第一追求"和%乡村爱情&

里的象牙山村一样" 大槐树村的群众也是

生命不息"斗争不止# 马向阳一进村"问题

就扑面而来#

首先是大槐树村的族姓之争"以刘二叔

为代表的刘姓家族盘根错节" 实际掌控着

大槐树村的话语权" 而以村主任媳妇李云

芳为 )大姐大( 的外姓势力也不甘示弱"

更有村主任 )土地流转( 留下的全村债务

大坑等着马向阳往里跳# 村中各路神仙*

土地爷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马向阳还没

进村 " 他们早已像对待鬼子般地行动开

来" 挖地道的* 埋地雷的都没闲着" 甚至

武装到了莫须有的血缘关系上" 等着吴秀

波的是一如%黎明之前&中谍战般的斗智斗

勇#

吴秀波刚在 %离婚律师& 中勇攀喜剧

的高峰" 此中不乏姚晨的琴瑟和鸣之劳"

%马向阳下乡记& 里则是吴秀波独挑大梁"

大有向电视荧屏的喜剧之王发起挑战之

势#

%乡村爱情&中的喜剧借的是二人转风

格" 算是有地域风情的套路可循+%马向阳

下乡记&故事发生齐长城下的山东"民俗中

不存在类似二人转的喜剧基因" 纯属演员

和剧本的功劳#

总 体 来 说 "

吴 秀 波 将 这 位

)问题村官( 演绎

出 了 时 代 新 风 "

把玩出了几分当

代农村版权力游

戏的意味 " 细节

之处还不乏现实

感#

%曾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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