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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阳光会保持正午阳光的水
准”，作为《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的制片
人，侯鸿亮的一席话给了不少观众一
颗定心丸。虽然作为《琅琊榜》系列的
后续之作，但“上一个故事完结了，我
们开启了新的人物形象”，侯鸿亮在开
播发布会上表示。

从亮相发布会的阵容可以发现，
演员班底是全新的，黄晓明、刘昊然两
位大男主撑起故事主线，而佟丽娅和
张慧雯的加盟，使得在《琅琊榜》中不
太突出的女性形象有了更多发挥。该
剧将于 12 月 18 日，作为周播剧，逢每
周一至周三亮相东方卫视。

绝对不能错失第三次
这回怎么样都得接

关于角色，佟丽娅笑言，“黄晓明
这次找对角色了”。黄晓明本人也反
复提及，“侯鸿亮跟导演说这个角色跟
我很像，首先在家里面我就是长子、长
孙、长外孙，我们既是儿子，又是哥哥，
也是丈夫，（萧平章）又是国家的长林
世子，长林军的副帅，他自己给自己的
压力非常大，也有点像我自己。”

正午阳光团队曾在筹拍《北平无
战事》以及《琅琊榜》时，两次找到黄晓
明，然而都因种种原因无缘合作。“这
个团队是我非常欣赏的老乡团队，大
部分都是山东人，绝对不能错失第三
次（机会），怎么样都得接。”黄晓明对
记者讲道，“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演自
己喜欢的角色，跟自己喜欢的团队合
作才是最重要的。”

演续作压力当然有

但并不来自于胡歌

有《琅琊榜》的珠玉在前，后续之
作的口碑一定会造成压力。黄晓明也
坦言:“压力肯定会有，但我并不会把
它当成是最大的问题，真正的压力不
来自于胡歌，也不来自于《琅琊榜》的
成功，是来自于我对自己的要求，希望
自己可以达到更高的标准。”

“一直以来接翻拍的戏和（系列）
第二部的作品都没有少挨骂，但我觉
得这是正常的。”对于这次能出演萧平
章一角，黄晓明认为，“既然喜欢，你就
要承担所有的责任，这是一个演员的
责任和义务。作为公众人物，对于每
次做的事情，都要承担后果，也有责任
和义务让观众来评说你对与不对，这
很正常。”

此前同是古装剧的《上古传说》，
让黄晓明引来恶评如潮，剧中“邪魅狂
狷”的诡异笑容，也让他贡献了不少表
情包。对于这样的过往，黄晓明也给
予了正面回应。“可能以前在某些地方
处理有不到位的时候，我自己并没有
在意，因为那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可能会犯的错误，但就我本人来说，我
在当时已经尽力了。”

对于新作，黄晓明很有信心，“这
部戏应该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这个
戏是非常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一个
好的团队会激发出真诚的火花在里
面。”

梅冬妮

接棒《琅琊榜之风起长林》黄晓明信心十足

这部戏不会再给大家贡献表情包

每周都有话题的热门综艺《演员的诞生》，最新一期
又出了幺蛾子。与张彤比赛遭淘汰后，袁立通过微博曝
光该节目的艺人统筹信息，呈现背后的残酷“真相”，并炮
轰“内部交易”黑幕。此事经网络发酵引发热议，支持袁
立者认为她敢于曝光节目黑幕，勇气可嘉；反对者则认为
她既然收了报酬，就应遵守节目“潜规则”。

直至11日下午，袁立还在微博控诉：“浙江卫视，《演员
的诞生》栏目组，导演吴彤，为了你们的收视率，随便把人剪
成一个精神病，炒作话题，是非常邪恶的！请给我一个说
法，还我公道！我非常严肃认真地说，这个说法我要定了！”

遭淘汰，袁立展开大反击
12 月 6 日，袁立在微博转发一篇关于自己在节目中

被淘汰的文章，并“语气委婉”地表示，节目组很认真，导
演吴彤很好，“虽然他让我‘演’被淘汰了”。言下之意其
实暗示节目有黑幕。随后，她拉老搭档张国立“下场”：

“没有杜小月的纪晓岚是孤单的，不要一个人在瞎撑着
了，快回来吧。”这两条微博的关注度并不高，但到了 12
月8日，袁立突然表示自己的微博发不了文字，直指节目
组暗箱操作，剥夺其话语权。12 月 9 日节目播出当天，
袁立更指斥节目组买水军，为收视率不择手段，并表示如
果后期剪辑很过分，她会把真相说出来。

当晚，这期节目播出，袁立和张彤表演了小品《超生
游击队》，向原表演者、节目导师宋丹丹致敬。两人完成
演出后，进入采访和嘉宾点评环节。张国立说：“袁立跟
我是老搭档了，《铁齿铜牙纪晓岚》有三部吧。”谁知袁立
却回应道：“不知道，不记得，忘了。”章子怡问她：“袁立你
多久没演戏了？”她摇头晃脑地回答：“两三年？三四年？
四五年？”其反常的表现让观众看得云里雾里：“她这是在
放飞自我吗？”

节目播出后，袁立认为节目组的“恶意剪辑”是在报
复她此前的言论。接着，她指出节目组不守信用，说好保
她晋级录两期，结果只录了一期就被淘汰。同时，她还爆
料自己艰难的讨薪过程。

爆内幕，暴露综艺潜规则
袁立在怼节目组的过程中，贴出大量自己与节目统

筹的微信聊天记录，暴露了国内综艺节目制作的不少“潜
规则”：

说服演员上节目
10 月 12 日，节目录制前夕，袁立曾向节目统筹表露

过自己不愿参加节目：“我不愿意站台上，让他们打分。”
节目统筹回应她：“我们还请了徐帆姐（做）一期，她都同
意了，但是我们领导不同意。”随后，节目统筹承诺可以保
袁立晋级第二轮，而且这一要求会落实到合同里。

遇变化推卸责任
在节目中，袁立的观众投票遥遥领先于同场比赛的

张彤，但在导师投票环节，三位导师全部投了张彤，导致
袁立被淘汰。节目统筹赛后向袁立解释：“之前吴彤（总
导演）跟宋丹丹沟通过的是投你，但她现场临时变卦。”该
统筹也给袁立贴出了自己与同事的对话，对章子怡、刘
烨、宋丹丹的人品表示失望。

零片酬说法有假
袁立说，她参加《演员的诞生》拿到税后80万元的报

酬，并捐做公益，而她也贴出了持续几周的艰难讨薪过
程。不过，这明显与导演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参演者“零
片酬”的说辞相悖。

出问题统筹背锅
此事闹出轩然大波后，节目统筹发微博表示担责，为表

决心还引咎辞职。但该统筹也不忘为节目组辩解：“后来袁
立姐因票数落后未能晋级，也反过来说明了我们的节目是
不受任何人操控的。”节目组也发文强调：“该工作人员与袁
立老师私下承诺晋级没有兑现，节目不受任何人操控。”

理不清，这个圈子有点乱
袁立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11日连续发了多

条微博，一定要浙江卫视给说法：“浙江卫视让‘临时工’
来顶包的低级、拙劣的处理方式，不是一个有担当的媒体
应有的态度。你们可以回应吗？”而节目组除了就此事向
公众道歉、涉事节目统筹向浙江卫视提出离职申请外，目
前并未对袁立的追问作出回应。

其实，这不是《演员的诞生》头一次陷入舆论漩涡。
该节目也被观众吐槽是“戏精的诞生”，从嘉宾邀约、录
制、剪辑等环节，都暴露出国内综艺节目制作中各种不规
范的现象。比如“内定晋级”的声音，从节目首播开始就
没断过。郑爽、刘芸、舒畅、曾舜晞等都曾遭遇“内定”的
质疑。节目组则解释称，对于演技的评价是一件很主观
的事，尊重导师的意见。

有人认为，“袁立的反击”虽然语气有点偏激，但不可
否认地触到了国内综艺的痛点。这件事之所以会引起轩
然大波，主要是因为观众深感自己被蒙骗：口口声声提倡
以演技作为评判标准、尊重演员演技的节目，却在各个环
节破坏游戏规则。然而，综艺制作方对此也表示无奈：如
果没有戏剧冲突、没有节目效果，谁来看？龚卫锋

《演员的诞生》闹出“黑幕”风波

袁立发飙，
扯出综艺制作乱象

每年好莱坞颁奖季的热门电
影，一般都是在获奖后一年半载才
有少数几部电影进入内地影市与
观众见面，由于这种“时差”，不少
电影最终卖得不好。《爱乐之城》今
年 2 月 14 日进入内地影院，2 月 27
日在第 89 届奥斯卡颁奖礼中斩获
大奖，这一电影最终在内地获得近
2.5 亿元票房，对于这部并非由在
中国观众中知名度很高的好莱坞
明星出演的电影，能有 2.5 亿元票
房的成绩，显然奥斯卡奖有一定的
功劳。

第 90 届奥斯卡颁奖礼将于明
年 3 月 4 日举行，如今好莱坞已进
入颁奖季，有几部目前被锁定为奥
斯卡种子选手的电影最近在内地
上映。

然而，除了靠自身口碑发酵将
票房从小做到大的《寻梦环游记》
之外，《至暗时刻》和《至爱梵高》两
部电影，目前虽然获得不错的评
价，但从票房看来，并没获得观众

的关注。这些好作品，观众且看且
珍惜。

最佳动画长片奖热门
《寻梦环游记》火，《至

爱梵高》冷

皮克斯的《寻梦环游记》从 11
月 24 日开始在内地上映，首映当
天的票房不到 1300 万元，但靠着
好口碑，一路将单日票房从 4700
多万元、5800 多万元一路做到近
1.3 亿元！如今该片在内地的票房
已经近 8.6 亿元，虽然不太可能超
越去年3月在内地上映并最终获得
超 过 15 亿 元 票 房 的《疯 狂 动 物
城》，但《寻梦环游记》已经取得皮
克斯动画在内地最好的票房。

该 片 的 豆 瓣 评 分 目 前 为 9.1
分，而在美国颁奖季中，该片至今
收获了华盛顿影评人协会奖、纽约
影评人协会奖等几个奖项的最佳

动画长片奖，而各大还未公布赛果
的奖中，最佳动画长片类别也全都
有《寻梦环游记》的身影。近日公
布提名的第 45 届动画安妮奖，更
是一举给了《寻梦环游记》13 项提
名，该片已经是来年奥斯卡动画长
片的最强力竞争者。

其实，12 月 8 日在内地上映的
《至爱梵高》，同样也是来年奥斯卡
最佳动画长片奖的有力竞争者。
这部用梵高油画画风讲述梵高之
死的电影，被不少影迷视为今年

“最美”电影，并给出 8.7 分的豆瓣
评分。

在各大奖项中，《至爱梵高》至
今获得第 30 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动
画片奖，第 20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最佳动画片奖，同时也在美国各大
奖项中获得最佳动画片奖提名，安
妮奖也给了该片3项大奖提名。

不过，该片目前内地票房仅
3200 万元左右，与《寻梦环游记》
的成绩差距非常大。有观众表示，

其实《至爱梵高》的受众是会比唱
歌跳舞讲亲情故事的《寻梦环游
记》窄很多，但这部风格化的电影
也很值得一看，希望电影下画前能
有更多观众欣赏到这部电影的美。

最佳男主角奖热门
“狗爹”加里·奥德曼

“神演技”没带动票房

12 月 1 日开始在内地上映的
《至暗时刻》，虽然目前豆瓣评分也
有 8.6 分，但截至 11 日下午，该片
在内地取得的票房只有不到 3200
万美元，比晚近一周上映的《至爱
梵高》票房还低。

这部电影其实也是明年奥斯
卡种子选手，其最有力的争奖项目
则是最佳男主角奖。因在《哈利·
波特》系列出演小天狼星而被内地
影迷称为“狗爹”的英国性格演员
加里·奥德曼，这次在《至暗时刻》

中增肥扮老出演英国传奇首相丘
吉尔，讲述他在当年面对纳粹军团
威胁时，如何在各种艰难选择中找
到方向，最终度过黎明前黑暗的过
程。

如果不看演员名单，估计再熟
悉“狗爹”的观众都很难看出《至暗
时刻》里的丘吉尔是他演的。他出
神入化的演技也让其在颁奖季中
表现抢眼，目前获得华盛顿影评人
协会奖最佳男主角奖，同时也获得
诸如金卫星奖、美国广播影评人协
会奖等各大奖项的最佳男主角奖
提名。

虽然“狗爹”在内地观众的认
知度不算高，但就冲着他的演技，
也值得支持《至暗时刻》。再加上
该片的导演乔·赖特以及其他演员
如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莉
莉·詹姆斯、本·门德尔森等人都是
业界口碑很好的电影人，《至暗时
刻》理当引起更多观众注意。

马泽望

颁奖季电影轮番上映，卖座的只有《寻梦环游记》

这些明年奥斯卡的
种子选手且看且珍惜

《寻梦环游记》受追捧。
如果不看演员名单，估计再熟悉加里·奥德曼的观众都很难看出《至暗时刻》里的丘吉尔是他演的。

《至爱梵高》让人震憾。

“作为一部处女作来说，很让人嫉妒。”给《老
兽》作出这样评价的，是新锐导演李睿珺，他的作
品《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路过未来》曾在众
多国际电影节获得关注和表彰，包括大名鼎鼎的
戛纳电影节。

看过《老兽》的观众，不会认为李睿珺此言是
同行间的“日常恭维”，它的社会反思及艺术完成
度的确很高，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男主角
的大奖，实至名归。

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让人异化了
有人把《老兽》称为“内蒙版《老炮儿》”，这合

适，也不合适。合适的是，冯小刚饰演的六爷和
涂们饰演的老杨，都看上去像一个“老混蛋”，年
轻时风风火火，老来却与时代脱节，有自己为人
处世的原则，讲义气，但对家人显得不够温和。
不合适的在于，《老炮儿》更多是致敬和缅怀一个
逝去的时代，带有浪漫的英雄主义，而《老兽》更
着力于当下，更讽刺现实。

这是编剧兼导演周子阳原创的故事，金马奖
给了他最佳原创剧本奖的表彰。最早是在2013
年，30岁的周子阳决定辞职，正式实践萌生了十
余年的电影梦。“那时听到老家鄂尔多斯的事件，
一个家庭的孩子们为了经济利益绑架了自己的
父亲。”周子阳说，“这让我觉得，当下经济高速发
展，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地方，崇尚金钱至上的
价值观让人变得自私，哪怕是最亲密的血缘关
系，在金钱的影响下也崩塌了。我想用这部电影
来表达这方面的思考。”

“最淡定金马奖男主角”涂们
获奖当晚真的是在打瞌睡

涂们获得金马奖的当晚，打瞌睡被镜头捕捉
到，得知获奖后一脸懵懂地上台，感谢了合作伙
伴，夸了夸对手，便从容下了台，这一系列举动被

网友赞为“史上最淡定的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周子阳透露，那是涂们的真实状态，“他是真

的打瞌睡，不是闭眼恰好被拍到。金马奖流程很
长，下午 3 点多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 11 点，年
轻人都受不了，涂们老师快 60 岁了，确实有点
累。我们其实拿完奖都很淡然，没那么兴奋。”真
正让他们兴奋的，是《老兽》杀青前一晚，“当时我
们就坐着喝茶，看着对方笑，很满足。因为剧本
想拍的内容都拍到了，想表达的也都表达到位
了。那个状态比拿奖还兴奋。”

为写好剧本
最穷时兜里只剩2块钱

周子阳并非导演科班出身，但大学接触电影
后，他开始借电影思考人生，也用电影表达对世
界的看法。为了生计，他拍过广告，最穷的时候
兜里只剩 2 块钱，“要赚钱的人，可能会不停拍，
但我如果能赚到三个月的生活费，就会停下来写
剧本，没钱了再去赚一点。我这十几年一直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所以，《老兽》虽是我的第一部电
影，但它被夸和获奖，我并没有感到意外成功的
幸运，就好像剑客在山上练剑十年，他下山能够
一剑封喉，这是必然的。”

北漂的日子里，周子阳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不少人忙于交际，仿佛“攀关系”是成功捷径，周
子阳总避而远之，“太多交际是消耗自己的时间
和精力，我几乎不参加，认识再多的人，但一个剧
本也写不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他的导演目标，是像第五代导演那样，拍出
兼具故事性和艺术性的电影，“前几年，北京的咖
啡馆里都在大谈各种电影项目，每个人都在说融
资、明星，‘咖啡馆四大神兽’的段子也是那段时
间出来的，热钱太多。现在这种情况少多了，电
影行业终于发现了沉下心来创作的重要性，我们
迎来了相对理性的时代。” 黄亚婷

《老兽》导演周子阳说这部“让人嫉妒的处女作”——

和《老炮儿》不同，它更着力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