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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意大利威尼斯 9 月 8 日
电（记者 袁亮）中国演员张涵予 8
日在威尼斯说，真正好看的电影，观
众一定会买账。

吴宇森导演翻拍的影片《追捕》
入围第 74 届威尼斯电影节非竞赛
单元，并在电影节上举行全球首
映。出席首映式的张涵予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追捕》当年在
中国上映时，他还在读初中，这部电
影对他影响至深，正是因为反复模
仿这部电影里的经典台词，他才走
上了配音演员之路。

张涵予说，新版《追捕》与老版
有不小的差异，老版是一部剧情片，
而新版是一部动作枪战片，比较适
合年轻观众。不过新版仍保留不少
老版元素，还是能勾起当年观众的
青春回忆。

谈到他主演的《智取威虎山》
《湄公河行动》“叫好又叫座”现象
时，张涵予认为，这些主旋律电影之
所以取得票房成功，很重要的原因
在于它们打破了以往中国主旋律电
影生硬说教的刻板印象。“真正好看
的电影，观众一定会买账”。

谈到最近刷新国产电影票房纪
录的《战狼2》时，张涵予说，这部影片
激发了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拍得生

动、感人，因此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1976 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追捕》

改编自西村寿行的小说《涉过愤怒的
河》，讲述了为人正直的检察官杜丘遭
诬告后，一边躲避追捕一边追查真相
的曲折故事。在吴宇森翻拍的同名影
片中，张涵予饰演杜丘。

张涵予：

真正好看的电影
观众一定会买账

据香港媒体报道，曾四度摘香港
电 影 金 像 奖 最 佳 音 效 的 香 港 资 深 音
效大师曾景祥，周四下午因癌症在港
离 世 ，终 年 68 岁 。 导 演 张 同 祖 证 实
死讯。

根据资料显示，曾景祥1989年创办

Media Business Services Limited
(MBS)，为电影制作提供音效及后期制
作等服务，也是音效技术先行者，率先
引进全亚洲最新的数码音效技术，不
少影圈中人都有用他的制作公司做后
期。跟他合作过的导演无数，有刘伟

强、尔冬升、周星驰及叶伟信等。制作
过的电影包括《特务迷城》《叶问》(电
视剧版、电影版)《少林足球》《 中华英
雄》等得奖作品。据知早年他患上癌
症，曾做过手术，终因癌细胞扩散，撒
手人寰。

曾四次获得金像奖

香港资深音效师曾景祥7日去世

由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和北京七
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管虎执导
的电影《八佰》已于 9 月 9 日在苏州某拍
摄基地正式开机。当天，华谊兄弟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兼
CEO王中磊，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董事，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
总经理叶宁，北京七印象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董事长梁静，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张大军和导演管虎等主创团
队亮相。此次管虎十年磨一剑，将四行
仓库保卫战这段堪称奇观的历史搬上大
银幕。导演管虎坦言，除战争场面，更注
重战争中人物的刻画，以此拍出中国人
的血性。经历近两年半的筹备，剧组不
仅真砖实瓦搭建起占地 200 亩的建筑，
还特训一年将特约演员打造成硬汉战
士。更值得一提的是，《八佰》还将是华
语首部全篇采用数字 IMAX 摄影机拍
摄的作品，必将给观众带来最真实最震
撼的体验。

早在十年前，导演管虎就曾想将“八
百壮士”这段历史搬上大银幕，“很小的时
候就非常喜欢近现代史，1937年的这场
战役更加特别，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的一段奇观。”如今正式开机，导演管虎
也颇为感慨，他表示这不仅仅是一部电
影，更是带领观众对历史的一次回望，“用
摄影机带着所有人身临其境去走过那段
历史”。此外，导演管虎坦言，除战争场
面，电影《八佰》将注重战争中个体体验，

“战争不是最主要的，战争中的人的个体
体验是最重要的，我更关注人”。

此 次《八 佰》将 全 篇 采 用 数 字
IMAX 摄影机拍摄，创华语电影首例，
据摄影指导曹郁介绍：“IMAX 公司一
直在寻找一部电影来使用他们最新式的
数字摄影机，最终在《八佰》达成合作，届
时战争效果将更加细腻、清晰和逼真。”
除展现战争场面，管虎表示战场上的人

物才是他更想着力表现的焦点，“通过
‘八百壮士’的故事，我希望能让观众看
到中国人骨子里的硬气和血性。”

此次《八佰》特别请来国内金奖电影
人和好莱坞顶尖团队组成幕后班底，包
括制片人朱文玖、摄影指导曹郁、美术指
导林木、录音指导富康、战争场面导演格
伦·鲍斯威尔、视效总监蒂姆·克劳斯比、
军事教官臧雷等，为电影品质护航。为
了追求影片的时代质感，剧组花费一年
时间搭建了占地 200 亩的实景建筑，精

心再现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风貌。
在参演的演员方面，导演管虎也是

拒绝“套路”，不仅在全国招募千名型态
演员，更遴选数百名特约演员进行一年
的专业军事训练，以贴近战士的状态。
据导演管虎透露，未来即将公布的众位
主演均是真正的好演员，并且也提前接
受了系统训练，“包括语言、形体和军事
化训练，还认真投入地一起围读剧本，大
家坐在一起进行研讨”。接下来，剧组将
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拍摄当中。 王易

十年磨一剑，管虎新作《八佰》正式开机

当地时间 9 月 6 日晚，本届威尼
斯电影节唯一入围主竞赛的华语片

《嘉年华》揭开了神秘面纱。影片通过
两个女孩的故事线，聚焦未成年少女
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恶意和困
境。凭借冷静但不乏力量的叙事，写
实但依然保有暖意和美感的独特风
格，影片收获了国内外媒体的一致赞
誉，势必是今年金狮奖的有力争夺
者。据悉，影片随后将继续亮相多伦
多电影节、伦敦电影节进行展映，并有
望于年内登陆国内院线。

在《嘉年华》的官方新闻发布会上，
文晏导演透露，其实早在四年前自己就
开始筹拍《嘉年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
间打磨剧本。她坦言，自己其实已经探
索类似的女性题材多年，但一直都没有
找到合适的视角和切入点。“直到 4 年
前，我才终于想到作为旁观者，我们在社
会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或者有关我们
的失职——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想象
受害者、讲述单纯的受害者故事，所以，
我设置了两个女孩——一个是当事人，
一个是旁观者，通过旁观者的所作所为，

来探讨我们（旁观者）的责任。”
《嘉年华》在威尼斯的放映，受到了来

自中外电影人、媒体的高度评价。威尼斯
电影节的主席阿贝托·巴巴拉表示，文晏
导演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人，她写的剧本非
常有力，讲述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同时他
也认为，《嘉年华》除了“讲述了中国人的
故事，还用全世界通用的电影语言来讲这
些故事，是一部难得的佳作”。《银幕》也发
表评论称：“《嘉年华》将艺术化的电影语
言和悬疑类型相结合，以充满人文关怀的
视角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社会事件，从

边缘人物的命运，审视当下社会。”《好莱
坞报道者》则更关注这样一部充满社会属
性的影片，在中国市场的未来反响。

中国媒体方面对《嘉年华》也是评价
甚高，他们认为《嘉年华》所关注的并非只
是中国现实，也是世界女性都在面临的困
境，媒体更敬佩导演文晏在揭露现实的同
时，保有创作者的态度、温柔、美感和暖
意。甚至有媒体称《嘉年华》是继《阳光灿
烂的日子》之后，近23年最好的青春题材
电影，并寄望它能代表华语片在本届威尼
斯电影节上斩获荣誉。 余文

关注未成年女性困境

《嘉年华》威尼斯首映获媒体好评

9 月 8 日，在意大利威尼斯，演员
戚薇（左）与张涵予亮相影片《追捕》红
毯仪式。 新华社记者 金宇/摄

9月8日，演员在北京国家话剧院剧
场表演话剧《谷文昌》。

当日，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谷文昌》

作为2017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开幕大
戏在北京上演。该剧以倒叙手法讲述原福
建省东山县县委书记谷文昌的事迹。

据了解，话剧《谷文昌》将于9月8日
至14日在国家话剧院剧场演出。

新华社记者 李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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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记
者 周玮）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
席赵季平担任艺术顾问、作曲家赵
麟领衔创作的儿童古诗词音乐专辑

《古诗童韵》，9日在京首发。
当日举行的首发仪式上，主

创团队介绍，专辑以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初衷，从中小学课
本中遴选出适合谱曲的古诗词，
并创作出既具有中国文化特色、
同时融入流行音乐元素的古诗词
歌曲。专辑共收录 32 首歌曲，包
括《敕勒歌》《归园田居》《蒹葭》

《山居》《小池》等。阿鲁阿卓、王

丽达、曹芙嘉等歌手以及杨鸿年少
年合唱团倾情演绎。

赵麟说，创作团队尝试用更多元
化、更丰富的音乐元素来创作出既有
古韵诗意又易于传唱的作品，让少年
儿童和家长们在优美的歌声中体会诗
意的感动。

赵季平表示，《古诗童韵》的创作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当代
探索，更是一项使文化教育与儿童音
乐事业兼而有利的艺术工程。希望更
多优秀音乐工作者投入到儿童音乐创
作中，推动中国儿童音乐文化事业的
发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音乐专辑《古诗童韵》在京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