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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月8日晚，由吴宇森
执导，张涵予、福山雅治、戚薇、吴飞
霞、河智苑、斋藤工等主演的《追捕》
在威尼斯电影节举办了首映仪式。
饰演真由美的戚薇身穿“蓝宝石”优
雅亮相，前短后长的设计大气又不
乏灵动，美腿尽显。对于出演真由
美这个经典角色，戚薇表示从没想
过去超越，因为经典不容许超越，但
自己已经拼尽全力，尽可能地不让
大家失望。而张涵予说，他从小喜
欢的就是杨子荣、高仓健这样的人
物，机缘巧合，他先是演了杨子荣，
接着又在吴宇森导演的新版《追捕》

中饰演了高仓健曾经塑造的经典角
色——杜丘冬人。

戚薇版真由美
期待带给大家惊喜

虽然已经出道多年，但是戚薇
一直强调自己在电影上还是一个
新人，这次能够拍摄吴宇森导演的

《追捕》是“莫大的荣幸”，所以在剧
组的时候也会更加用心。尤其是
身在一个国际化的剧组，面对各个
国家的工作人员，更希望能让别人
看到中国演员的专业素养。所以

即使拿到日语台词的时间相当短，
也不会给自己的现场表现留任何
不完美的可能。而搭档的张涵予、
福山雅治、河智苑等前辈给予的鼓
励与认可，则是她在电影道路上得
到的最好肯定。

《追捕》在威尼斯电影节的首
映时间正好是戚薇与李承铉的结
婚三周年纪念日，当天李承铉带着
女儿Lucky出现在了粉丝区，全程
陪伴红毯、为戚薇助阵，堪称最忠
实的粉丝，而网友则更多表示“这
才是最高级的秀恩爱”。婚后一直
令人歆羡的戚薇，在接到吴宇森导

演的邀约时，曾用“求婚时的心动”
来形容，她表示期待这一版的真由
美可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张涵予:“接演这个电
影有特殊的意义”

张涵予是最近几年中国银幕
上的一位典型硬汉，从《集结号》开
始，到《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
动》，一直在银幕上塑造铁骨铮铮
的中国男性形象。

近日有媒体采访张涵予，问他
接到这个电影邀请的时候是否觉
得有点意外？

张涵予回答说：“对我来说，接
演这个电影有特殊的意义。很多
人也许不像我这么印象深刻，当时
在看老版《追捕》的时候我正上初
中，这个电影我看了三十多遍。我
把所有台词从头到尾背下来了。
因为这部电影，喜欢上了配音。当
年高仓健的形象深深震撼了我，在
这之前我们见到的中国男人的形
象都是唇红齿白、浓眉大眼的那
种工农兵的形象。高仓健的杜丘
冬人让很多人知道男人还可以这
样，所以很多人理了杜丘冬人的板
寸，穿上风衣，把领子一立，学高仓
健。我特别崇拜他。所以，当寰亚
的老板林建岳先生给我电话，说要
拍《追捕》，导演是吴宇森，让你来
演杜丘。我当时很兴奋，但是冷静
下来又想，怎么拍呢？我们不会把
原来电影再拍一遍吧。但实际上
我们这个电影是买了小说版权，我
后来等了一年的时间，本来 6 月份

通知我，8、9月份开机，一直拖到转
年的 6 月份才开机，这中间我为了
等《追捕》推掉了很多事。我是比
较幸运的，我喜欢杨子荣，就拍了

《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是我五岁的
时候崇拜的英雄。《追捕》是上初中
的时候的记忆，我把高仓健当成了
自己的偶像。今天我又演了偶像
的电影。”

拍这个戏真的太累
尽管张涵予曾看了三十多遍

《追捕》，这部电影更让他选择了配
音作为自己的专业，能将电影里所
有人物的台词倒背如流。然而这
次重拍《追捕》，吴宇森导演用了典
型 香 港 导 演 的 方 法 去 拍 这 个 戏
——他没有给出完整的剧本，演员
在现场有很大即兴发挥的空间。
又要讲中文，又要讲日语，还要跟
福山雅治飙英语，这对张涵予来说
挑战不小。

然而更大的挑战却是他的长
项——动作戏。回归枪战戏的吴
宇森在片中安排了大量的打斗戏
份，不仅戚薇受了伤，连拍动作电
影的老司机张涵予也没能幸免，他
在经典的吴氏白鸽戏里，不慎腰撞
横木，戴腰封一个多月。接着胳膊
上的老伤又复发了，直到过了一年
多，人都已经来到威尼斯做电影的
宣传，张涵予抬起右手手臂还是有
些艰难，他有些担心自己后面还能
不能接剧烈的动作戏，几个在看的
剧本也一直犹豫着。他说，拍这个
戏真的太累、太辛苦。

《追捕》威尼斯电影节首映

张涵予演《追捕》
圆了自己的心愿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委
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
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通知全文
包括加强电视剧创作规划、加强电
视剧剧本扶持等在内的共 14 条内
容，涵盖了电视剧行业产业链的各
个环节。

《通知》一经发出，在电视行业
内引起热议，为此人民网记者采访
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相关
人士，深度解读《通知》14条。

关键词·天价片酬
【原文】通知第三条中规定：严

禁播出机构以明星为唯一议价标
准；行业组织出台电视剧成本配置
比例指导意见，优化片酬分配机
制。

·解读·
2016 年 8 月，央视报道了“演

员天价片酬”的专题，导演陆川、吴

思远等人表示，明星片酬常常超过
投拍成本的一半以上，严重影响了
影视制作质量，这种大明星、低品
质的怪象正是“天价片酬”备受诟
病之处。2016年9月，《人民日报》
发文评论称，购剧方不在意演员与
作品是否匹配，仍然点名只要某某
明星参演⋯⋯正是投资方和购片
方盲目、过度依赖明星个人“ 光
环 ”，助 长 了“ 明 星 片 酬 推 向 新
高”。这些短视操作，不仅是对观
众观感的敷衍，也是对整个影视行
业的釜底抽薪，成了制约当前影视
行业发展的一大顽症。

“实践证明，演员仅仅靠自律，
难以破解困境。”

广电总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面对高速发展的影视产业，要通过
行业约束和行业协调，平衡演员、
制片方、购剧方等各方诉求，把资
源更多地放在提升影视作品思想
艺术水准上。

关键词·收视率造假
【原文】通知第五条中规定：规

范电视剧收视调查和管理。坚决
依法严厉打击收视率造假行为，不
得将收视率作为购片价格唯一依
据，推动建立基于大数据、云计算
的中国特色收视调查体系。

·解读·
收视率堪称电视剧行业的“信

号灯”，被操纵的虚假收视率不仅
让电视台的内容制作人员无所适
从，也让影视公司无法对电视市场
做出准确判断。2010 年 7 月，《人
民日报》就个别电视台收买收视率
样本户、制造虚假收视率一事作了
连续报道，引起了业界很大反响。
2017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
委员张国立痛陈，近年来出现的收
视率作假现象，“把大家一起赶上
了黑道”。当收视作假从“个象”演
变成“群象”的时候，必然导致烂剧
横行。

“打击造假行为，让‘真数据’
服务于行业健康发展。”广电总局
相关人士称，“相比电视台收视率
造假，网络视频的点击量造假今年
也愈演愈烈。过去，收视率数据只
能通过每座城市的数百个用户样
本抽样调查分析得出。今后，每台
电视机、每台电脑、每部智能手机
都有了‘发言权’。”

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中国特
色收视调查体系，会让每一台可视
化设备都成为调查样本，无疑让收
买、造假难以操作。反过来，全面、
真实的收视数据，还能为用户提供
更好的服务。

关键词·网络剧
【原文】通知第六条中规定：对

电视剧、网络剧实行同一标准进行
管理。对重点网络剧创作规划实
行备案管理，鼓励优秀电视剧制作
机构积极投入网络剧制作，未取得
新闻出版广电部门颁发许可证的

影视剧一律不得上网播放。
·解读·
今年上半年，各网站在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播出的网络
剧近 400 部、网络电影 4000 余部、
网络动画片 568 部、网络纪录片 84
部、网络栏目近 4600 档，继续保持
增长态势。可以说，网络剧早已
层出不穷。2016 年涌现出《法医
秦明》《老九门》等精品网剧，网络
综艺《奇葩说》《中国有嘻哈》都在
一段时期里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话题。

“随着网剧中未成年人观众比
例的上升，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
网剧作品的管理。”广电总局相关
人士介绍说。

“网络剧要唱响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坚持与电视剧同一标准、
同一尺度，把好政治关、价值关、审
美关。实行同一标准进行管理，更
有利于电视剧、网络剧相互竞争。”

据人民网

广电总局人士解读“电视剧新政”

天价片酬当休矣
网剧虽火要把关

《中国有嘻哈》9 月 9 日晚总决
赛落幕，华人 Hip-hop 第一人欧
阳靖携百位说唱选手亮相，冯小刚
现身最终对决舞台自曝想拍嘻哈
电影。最终 PG One 和 GAI 在票
数打平成为“双冠军”上引发争议。

“双冠军”引争议
《中国有嘻哈》总决赛现场，华

人 Hip-hop 第一人欧阳靖携百位
Rapper 为大家共同拉开了年度总
决赛序幕。首轮制作人帮唱环节
中，吴亦凡和 PG One 合作带来了
一首《以父之名》向所有嘻哈音乐
人致敬，张震岳&热狗（MC Hot-
dog）分别帮唱战队成员 GAI、艾
福杰尼演唱了《酒干倘卖无》和《青
春舞曲》，重回舞台后的 Jony J 和
制 作 人 潘 玮 柏 同 台 献 唱 了 一 曲

《One Love》。第二轮个人秀之
后，经过行内百名 Rapper 评审团
与场外观看直播的网友投票合计，
PG One 因高票数首先成为冠军
候选，Jony J 成为年度第四名。
接下来GAI和艾福杰尼上演“队内
厮杀”，GAI 获得吴亦凡和潘玮柏

的支持成为第二位冠军候选。
特邀前来的导演冯小刚登台

表示：“这是一档非常热血的节目，
我看到了热血的选手，被点燃了，
学到了一个词‘real’，非常传神的
词。这些选手最可贵的是他们有
自己的个性，应该把嘻哈的形式拍
一个故事片，把他们都‘抓’进来，
嘻哈具有故事性、律动感、幽默
感。”

冠 军 争 夺 战 中 ，GAI 和 PG
One 进行“巅峰对决”。PG One
将自己的技巧发挥到极致，而 GAI
依然用方言说唱迎战，最终，在百
位 Rapper 和三组制作人的投票
下，PG One 与 GAI 以 125:125 的
分数打成平手，共同获得《中国有

嘻哈》年度总冠军，节目组也表示
这个概率非常小，大约是“10 亿亿
分之一”。

PG One和GAI“破冰”
总决赛前，PG One 和 GAI 曾

在网上掀起骂战，两人的关系剑拔
弩张，在外界看来降至冰点。对于

“双冠军”的质疑，赛后采访中对于
和 PG One 一起拿双冠军是否不
爽，GAI 表示：“我觉得双冠军是很
好的一个安排，大家都开心，一切都
是最好的安排”，“我不在意外界怎
么评价我和 PG One，那是你们的
事儿”。PG One 对于双冠军也称

“一切都是天意”，“拿冠军的心情就
是很释放，特别的释放。对于双冠
军，我觉得一切都是天意吧，因为这

个几率其实跟中彩票差不多”。
说到数次掉下眼泪，PG One

表示：“当时就像回马灯一样，从海
选到决赛一路走来的往事都在脑
子里走了一遍，就止不住地掉下眼
泪，我跟节目组比较有感情。”谈及
两人拥抱是否关系已经破冰时，
PG One 表示“其实大家心里是希

望和平的，难免会产生一些误会
啊、分歧啊、争执啊，这是嘻哈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GAI 被问到未来
是否可能合作时也表示两人的音
乐态度非常认真，“在对音乐态度
认真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有合作，
这个拥抱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彼此
惺惺相惜吧”。 梁晓雯

《《中国有嘻哈中国有嘻哈》》诞生诞生““双冠军双冠军””
PG One和GAI“拥抱未来”

日前，刘嘉玲在北京出席一场时尚活动，现场她一身
黑色西装，搭配上墨镜，酷劲十足。但是引发网友热议的
却不是造型，而是她的手机壳！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刘嘉玲的手机壳上印着“+0”，与其名字谐音，网友
调侃称“可以说是量身定制了”，“6+0更形象！”还有网友
联想起贾玲。这样的萌点和刘嘉玲的造型及个性形成鲜
明对比，可以说十分爆笑。

网友调侃：怎么不用6+0

刘嘉玲手机壳
图案“量身定制”

北京时间9月8日，第42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开幕，
唯一华人评委导演陈凯歌并未亮相开幕红毯，据悉是忙
于电影《妖猫传》后期制作，故错过红毯。不过在接下来
的电影节期间，陈凯歌将与波兰女导演玛高扎塔· 施莫
夫兹卡、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共同作为“站台”单元三大
评委，对该单元参赛作品进行评审。与多伦多电影节颇
有渊源的陈凯歌，从 1984 年指导《黄土地》开始，光影筑
梦至今已超过 30 年。此次从电影《妖猫传》忙碌的后期
制作中抽身，受邀担任多伦多电影节评委，与国际优秀电
影人交流。

作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唯一评委评奖的单元，今年
“站台”（Platform）单元评委尤为重量级，此次受邀作为唯
一华人评委，导演陈凯歌一方面希望看到更多专注于艺术
的优秀影片，另一方面也希望将《妖猫传》带给更多喜爱电
影的朋友，展现中国电影、奇幻盛唐迷人惊奇的一面。

多伦多电影节期间，还特别播放了一支陈凯歌导演30
年作品回顾短片。视频中，从1984年的《黄土地》到2015
年的《道士下山》，陈凯歌花了30年时间，用光影奉献了才
华与情怀。特辑最后，随着陈凯歌电影中一句经典台词“好
戏谁也拦不住它闪亮”，引出陈凯歌导演的全新奇幻巨制

《妖猫传》，盛唐恢弘的场面、精美的造型再次引发期待。
电影《妖猫传》讲述了盛唐时期一段奇幻的凄美史

诗。癫狂诗人白乐天与仰慕大唐风采的僧人空海相遇长
安，却意外触发了横跨三十年、有关王朝兴衰的惊天之
谜，随着各色人物一一登场，大唐的繁盛绚烂与时代隐痛
一一被揭开，一个被历史纷乱掩盖的真相也将浮出水
面。该片将于2017年12月22日贺岁档奇幻上映。

陈凯歌任
多伦多电影节评委

号称史上最精分的烧脑剧《白夜追凶》正在网络热播
中，这部超级剧集将硬汉、悬疑、人性、现实等众多元素整
合化一，配上一人分饰两角的人物设定，烧脑程度之高，
让观众直呼“脑容量不够用”。

潘粤明还有个弟弟叫潘粤暗？这几天，网络社交平
台上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提问。看似搞笑的问题，正源自

《白夜追凶》。潘粤明在剧中饰演一对双胞胎兄弟，哥哥
关宏峰是刑侦支队前队长，弟弟关宏宇则卷入一起灭门
惨案，为还弟弟清白，哥哥誓将此案追查到底。

《白夜追凶》上线仅4小时播放量便突破了5000万，
截至9月8日播放量已近3亿。与此同时，堪称评价严苛
的豆瓣网友为《白夜追凶》加冕了9.0分的“神剧桂冠”。

《白夜追凶》火到什么程度？9月8日深夜，高云翔转
发潘粤明微博，并配文道：“下边准备追这剧，听说男主角
演技爆棚。”而高云翔所说的电视剧正是潘粤明主演的

《白夜追凶》。潘粤明和董洁离婚后，没有太多代表作品，
而这部《白夜追凶》却得到了圈内众多明星的支持，吴刚、
于朦胧、于正、张静初、乔欣等 100 多位明星为其转发微
博进行宣传。

在《白夜追凶》里，最多的就是两兄弟之间的飙戏，让
观众直呼过瘾。潘粤明回忆，两兄弟的戏加起来有一千
场，“每天就是我一个人，都是自己跟自己演。”在潘粤明
看来，兄弟同框的戏确实比较难拍，“因为以前这种戏不
多，就算同框也有特技演员在。但我们的同框基本是摄
影师肩扛设备拍摄，加上我演完哥哥再演弟弟需要换装，
机位也需要调整，在这个缝隙中还要塞进来一些反馈和
对话，还是挺练人的”。

为了《白夜追凶》，潘粤明在“累坏了”的同时，也过足了
戏瘾。对于自己的这部作品，潘粤明打了75分到80分，他
表示：《白夜追凶》如果有第二季，自己肯定还会继续演。

潘粤明自如扮演性格迥异双胞胎

网剧《白夜追凶》成爆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