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原金牌主持
张泉灵涉足创投圈

任某基金合伙人
从央视辞职的著名主持人

张泉灵有了新进展，目前已进
入创业投资领域，与猎豹CEO
傅盛战队合作，担任紫牛基金
合伙人。

7月上旬，张泉灵便已确
认从央视离职，7月13日傅盛
战队官方微博对外公开宣布，
张泉灵以顾问形式加盟傅盛战
队。傅盛战队由猎豹CEO傅
盛去年12月发起设立，是一
家专注于最早期的天使轮创业

孵化平台，第一季创业导师包括逻辑思维主讲人罗振宇、多
玩游戏CEO李学凌、58同城CEO姚劲波。经多方证实，
张泉灵还多了一个新身份，傅盛旗下紫牛基金合伙人。

张泉灵本次加盟紫牛基金担任合伙人，应该算是与傅
盛的更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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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评论部主办 编辑：孟健

获了奖的聂隐娘
为何让人看不懂？

上映这几天口碑两极分化

“确实拍得非常艺术，是一部
不一般的电影，可以算是伟大的电
影。”“你们在第几分钟离场的？”27
日，备受瞩目的侯孝贤新片《刺客
聂隐娘》（简称!聂隐娘"）公映，侯
导凭借该片夺得戛纳电影节的最
佳导演，这是侯导耗费9000万元
拍出来的胶片电影，这是他从影一
辈子却第一部在内地上映的电影。
影片未映先红，大家期望值很高，
但公映下来的口碑却呈现两极分
化，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吧，就像侯孝贤此前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聂隐娘这个
角色是孤独的嘛，其实就像我。”

飞来板砖
网络吐槽声浩浩荡荡
8年时间的等待与拍摄，44万

尺胶片，戛纳获奖大片，侯孝贤，还
有张震与舒淇，这些足以诱惑影迷
非影迷等着盼着到电影院一睹聂
隐娘的芳容。小婷是掐着日子兴冲

冲去看《聂隐娘》的，但电影结束不
到一分钟，她在微信里写下这样几
个字：不要去电影院看《刺客聂隐
娘》，切切。

网友小婷：两个小时，104分
钟还是多少，然而感觉时间特别
长，旁边好多人都睡着了。但不是
难看，是节奏特别特别特别慢，也
没有人物对白，就是风景，然后就
一直在那儿放，可能一个镜头就用
掉三至五分钟，也没有人说话。

网络上，吐槽声浩浩荡荡，有
人说，电影武打镜头持续时间非常
短，最短的只听见了声音，这莫非
是一部默声武侠片？有人善意地建
议：这部电影再次提醒我，我把文
言文完整地还给了老师，这电影以
后能不能考虑字幕显示用双行，第
一行文言文，第二行白话文？还有
提心吊胆型的观众长舒一口气：电
影镜头慢到我几度以为它卡带了，
还好，只是慢，特别慢而已。

国外评委们看过电影后给出
的评论是：诗化的电影。但无论是

大奖，还是国际评委的赞言，都挡
不住观众说看不懂的尴尬。只是这
些，都在侯孝贤的预料之中。

侯孝贤称，我拍电影的方式一
般人不容易理解，我不骗你，我的
电影的形式是很个人的，我喜欢怎
样就怎样，所以这个不是一般人或
者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因为
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所以这个一
点都不勉强。

对于看不懂，侯孝贤有解释：
很多内容都拍了，原始剧本里有的
或没有的。但它们都删掉了，在40
万尺弃用的胶片里头。

也有鲜花
知音赞电影独特之美
好在，高山流水，知音总在。姜

先生在一幅幅宛若油画的画面里
读懂了侯孝贤想要展示的精美。

影迷姜先生：我觉得他把一幅
中国的工笔画，拍出了油画的感
觉。所以在欣赏习惯上，我想西方

人一定会非常喜欢的。但是这样的
一个方式，特别是大陆的观众，我
就觉得可能不会买账。因为昨天我
在观影的同时，也发现有人中途离
场，也有人一直看不懂。就是它的
一些叙述问题的方式和表现人物
的场景让人看不懂，甚至到结尾的
时候，很多观众在问，这就完了吗？
其实如果我们对侯孝贤的片子有
了解的话，侯孝贤他有一个风格，
就是喜欢用一种悲情的东西来诉
说希望。所以当影片结尾的时候，
那个聂隐娘向远处进发的时候，这
就是侯孝贤片子典型的一个结尾，
就是用一种很悲壮的原型来讲述
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希望的。

文言文，节奏慢，对白少，这些
在别的观众眼里的瑕疵在姜先生
看来，恰恰是侯孝贤要呈现的质朴

又精致、平静又激烈的独特之美。
姜先生：它讲述的是一个古老

的故事，那我愿意人物的对白能够
尽量地还原到当时的那个时代。台
词很少，反而能衬托出演员的表演
功力。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这
部片子是舒淇表演得最成功的一
部电影。然后我也特别欣赏张震在
这部电影中的表演，我觉得简直到
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我觉得这个电
影里边，从始至终都贯穿着情和义
这两个字。

电影宣传的小片里说：看到这
样的电影，人生不定能有几回，这
是一部会被写进电影教科书的电
影。姜先生说，他身边很多朋友都
觉得，这两句话，时间会给出最好
的解答。

央广

包贝尔：反颜值有出头天
加盟周星驰《西游·降魔篇2》，挑大梁的《港囧》也将上映

在讲颜值的娱乐圈，包贝尔正在
上演一部反方向的传奇，外貌平平的
他前脚含泪退出“跑男”之列，惹来被
黑一说，随后就宣布加盟周星驰的新
片《西游·降魔篇2》，饰演重要角色。此
外，由他挑大梁的徐峥导演的电影《港
囧》也即将上映，票房非常看好。有人
预计，借助这两部高关注度的作品，包
贝尔将迅速上位，成为新一代当红小
生。他的故事证明：漂亮脸蛋固然重
要，但机会、实力和努力更重要。

包贝尔加盟《西游2》
具体角色暂时保密
8月27日，包贝尔含泪宣布退出

“跑男”，引来热议。29日晚，周星驰公
司项目及业务总监陈震宇在微博上宣
称包贝尔加盟《西游·降魔篇2》，他发
文称：“欢迎加入《西游·降魔篇2》，咱
们有各路妖精为伴，包贝尔加盟《西
游·降魔篇2》，另预祝电影《港囧》大
卖！”并晒出包贝尔与周星驰的合影，
对此，网友调侃说：“他的悲伤唯有星
爷的壁咚才能抚慰。”

据悉，该片由周星驰担任监制，徐
克执导，已于8月初开机。此前曝光的

演员阵容十分抢眼：姚晨
将饰演女一号；吴亦凡饰
演唐僧；林更新饰演孙悟
空；篮球明星巴特尔饰演
沙僧；汪铎出演猪八戒一
角。包贝尔饰演的角色还

处于保密状态。
此前，包贝尔称退出“跑

男”是因为档期问题，如今加
盟《西游·降魔篇2》的消息传
出，与他宣布档期冲突而退出的
说法不谋而合。此消息一出，网

友都预测包贝尔撞了大运———“他
真是要出头了，星爷的戏一部就够

红一辈子，何况还是星爷和徐老怪联
手，他演妖怪都可以，只要卖力，就会
是人生很重要的转折点”、“虽然退出
‘跑男’很遗憾，但这位喜剧新人能和
喜剧之王合作，肯定是赚到了”。

颜值低上位法则
实力比脸蛋更重要
包贝尔参演星爷的影片，难免受

到很多质疑：“就不能选一个与吴亦
凡、林更新同等帅气的演员？”这种争
议与之前他接演徐峥导演的新片《港
囧》时一模一样。由于“前任”王宝强和
徐峥的组合深入人心，到了《港囧》，当
包贝尔接替王宝强的消息传出来，外
界的反应是“惊呆了”，出现了许多差
评：“长得丑并不代表能搞笑，长得傻
也不代表能演傻子。”还有人不解：“每
次我都想问，包贝尔究竟是怎么红起
来的，演技、人脉、长相都不突出，难道
脑门突出就可以了？”有的网友更是发
起“包贝尔滚出娱乐圈”的话题，这令
新人压力颇大，以至于在上个月《港
囧》的发布会上，徐峥带着他直面舆
论，包贝尔当场泪崩。

比他条件好的男演员有一箩筐，
为什么包贝尔在大热影片中总能露
面？这与他能抓住机会很有关系。出道

十年，包贝尔始终在小片中扮演着可
有可无的角色，演技也没有得到奖项
的肯定，加上他的外形短板明显，其发
展前景并不光明。在于正剧《宫2》中，
他扮演太监苏培盛，虽然获得了一点
关注度，但事业仍不温不火。到了
2013年，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我们
终将逝去的青春》真正成为他的新起
点。在该片中，他饰演的张开是最出彩
的角色之一，会耍嘴皮子，造型喜感，
时而幽默、时而深情的表演完全把观
众征服了，他最后在阮管墓地前表达
的那一番话更打动了无数女观众的
心，因此成为圈内少有的不靠脸吃饭
的演员。

抓住机会跟对人
才能走上快车道

包贝尔接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
青春》角色的过程有点心酸，他说：“我
蹲在大马路上试戏，关锦鹏觉得好，就
让我再去给赵薇演一次，赵薇来得晚
了，我就连着演了两次。”终获赵薇钦
点。正是凭借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和细
腻的演技，打动了赵薇，到了《港囧》，
赵薇身为女一号，也就顺理成章地提
携、推荐包贝尔一起玩了。

有人预计，有了赵薇在圈内的话语
权和关系，包贝尔能紧跟她，如果不出
大的岔子，以后就能走上发展的快车
道，难怪包贝尔曾多次称赵薇为贵人。

戏不怕少，关键要会抢
包贝尔常演小角色，但他会抢戏，

成功吸引观众。他在“跑男”中也是如
此。能上节目的都是大咖，包贝尔之前
也被担心存在感不足，最终却让后期
镜头没法剪掉，造型自带亮点，和邓超
等其他成员迅速打成一片，展现高智
商、情商和灵活的一面，这也是许多网
友对他离开该节目表示不舍的主要原
因。 曾俊

别让自己成为花架子
包贝尔能不能一夜走红# 至少要等到 !港

囧"上映时才能有结论#但起码机会摆在他面前

了#就看有没有实力把握住$ 人们也爱听黄渤%

包贝尔等的传奇故事#因为相比鹿晗%吴亦凡%

张艺兴等走红是属于老天赏饭吃的幸运# 包贝

尔们被眷顾就更激励人心# 让人感叹原来这个

世界还算相对公平&并不全是看脸#只要你足够

勤奋努力#才华满满#就有出头的希望$

脸是爹妈给的#你不能选择$ 颜值高#你可

以窃喜#归结为基因好#如果你颜值低#也别怨

天尤人#这之外的东西才是你能选择和决定的#

比如勤奋%演技%综艺感以及运气#这都是你能

造就和磨炼的# 也恰恰能给每个人很大的想象

空间$

不久前#我采访了当红演员郭京飞#事实上

他的颜值不算出众# 为此还经常调侃说自己脸

上的坑太多#得慢慢填$而他说的这句话我印象

深刻&这世界上的饼很多#你一个人吃不完$ 用

到今天这个话题# 就是帅哥美女可以吃饼#'路

人脸(也能吃到饼$ 不过前提在于#你得有吃饼

的本事$长得好看的人不要'恃脸傲物(#不能成

为花架子$ 你长得不够好看#但追女孩很用心%

事业上有才华#经过时间的考验#也能抱得美人

归#红过帅哥$ 而那些好看的人#虽然一时能吸

引人#但若腹中空空#随着时间的消逝#其魅力

值也会大大减分$婚恋市场和当演员%做明星是

一样的#颜值是易碎的消耗品#实力才是永恒的

耐用品$ 更何况#对于大多数导演而言#选演员

的标准是会不会演戏# 这比长得是否好看重要

得多$ 曾俊

《烈日灼心》
让“学院派”扬眉吐气

段奕宏：把我拍得帅出新高度

由曹保平执导，邓超、段奕宏、郭涛、王珞丹领衔主演的
犯罪题材电影《烈日灼心》自27日公映以来，口碑一直维
持在高水准。在媒体见面会，导演曹保平与主演段奕宏携手
亮相，谈及影片的好口碑，段奕宏却把话题直指目前中国电
影的浮躁状态：“大家都习惯了急功近利做一件事，忘记了
做之前要先尽我们的本分，这是做一件事情最原始的状
态。”他坦言希望影片票房越高越好：“这样才能给坚持做电
影的带去真正创作的兴奋。”

虽然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上与邓超、郭涛携手登上了
金爵奖影帝的宝座，段奕宏却透露，自己前晚才第一次看到
影片，即便如此，他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我非常感动，电
影把我拍得那么帅，可以说帅出新高度。之前我看评论没觉
得，总觉得说一个演员真漂亮，这个我不受用，但这次这个
角色真的这么帅，导演真的一针见血，每一帧画面都不浪
费。看完才知道导演为何拍的时候那么激动。”

他表示，自从看中《烈日灼心》的剧本，“我从2012年6
月份，等到2013年2月，一直没有接任何本子，我也没法
去接别的戏，今天看来，结果让大家非常振奋，之前没人预
料到这种结果。”说到这里，他开始批评目前中国电影人的
浮躁状态：“大家习惯了急功近利做一件事，忘记了先尽我
们的本分，这是做一件事情最原始的状态，这部电影算是成
功的，票房越高越有说服力，这也会给坚持做电影的人真正
创作的兴奋。很荣幸加入到这个团队，奉献自己的一点点才
华。” 邱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