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1.30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杜思梦杜思梦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专版·访谈 5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面对各方的支持，导演郭帆倍

感温暖。他在现场感谢了《流浪地

球》灵魂人物——原著兼监制刘慈

欣，也特别鸣谢吴京，更在现场爆

料“坑了京哥”。吴京现场回应郭

帆是“骗子导演”。他吐槽：“起初

看到导演就仿佛看到拍摄《战狼》

时的自己，被他感染同意客串《流

浪地球》。没想到这一客串竟长达

三十一天，更没想到，不仅没片酬

反而要‘带资进组’。所以，《流浪

地球》就把我这样‘忽悠’了进来。

最后只能为了我们自己的科幻电

影拼了！”引得现场观众笑称“郭帆

导演空手套战狼”。除此之外吴京

还表示：“这部电影其实也是我想

送给儿子的一个礼物，想给他心里

埋下一颗充满想象力的种子。”在

气氛的感染下，导演郭帆在现场分

别靠在吴京与刘慈欣肩膀上合影，

场面一度温馨十足。

戏里戏外吴京父子真情流露

吴所谓惊喜送画

在“奔向未来”主题首映礼现

场，还播放了由刘欢为《流浪地球》

所创作的主题曲《带着地球去流

浪》的 MV。歌曲以其恢弘的配乐

加上浓烈的情感缓缓道出中国式

父子情以及中国人对家园、土地的

眷恋。现场，电影《流浪地球》中

“冒险小分队”的部分队员屈楚萧、

李光洁、吴孟达、赵今麦上台与吴

京一起分享了自己戏里戏外与家

人间的浓厚情感。吴京表示：“孩

子小的时候父亲就是山，扛着孩子

撑起一片天。作为普通人，都希望

当自己老去时，儿子可以像父亲那

样撑起这个家，‘抗起’父亲。”说到

动情时，电影《流浪地球》中扮演吴

京儿子的屈楚萧则以实际行动诠

释如何撑起一片天，二人破天荒来

了一回“父爱如山”款拥抱，屈楚萧

使出全身力量将吴京扛在肩上，引

得全场爆笑。

当然戏里父子情深，戏外吴京

更 有 许 多 话 想 对 儿 子 吴 所 谓 诉

说。他表示：“现实中我其实也挺

亏欠我的儿子，错过了他人生中很

多成长瞬间，所以我希望父母一定

要尽自己所能多陪陪孩子，让他们

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令人感

到意外的是，现场还放出了吴所谓

特地为爸爸准备的一份惊喜礼物

——一张他亲手画的爸爸以及想

对爸爸说的心里话，毫无准备的吴

京读着儿子想对自己说的那些话，

不禁流了下眼泪，他表示：“做了父

母的人，眼眶就会变浅。”这种铁汉

柔情，让现场不少观众也跟着感动

起来。

首映礼最后，《流浪地球》全体

主创上台，导演郭帆现场吐露真心

话：“希望《流浪地球》能够给大家

特别是孩子插上想象力的翅膀，我

相信中国科幻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充满更多想象和可能。”

《流浪地球》“奔向未来”主题

首映礼带着“中国科幻迎向未来千

星跃，中国春节福照家门万事兴”

的祝福落幕。

《流浪地球》首映火爆

从明星到专业人士感动落泪

在电影《流浪地球》热闹的首

映礼后，电影终于迎来火爆放映。

众多观众齐聚，第一时间观看影

片。映后导演郭帆，《流浪地球》原

著作者兼监制刘慈欣，特别出演吴

京，领衔主演屈楚萧、李光洁、吴孟

达、赵今麦等人走进影厅与观众近

距离交流，第一时间得到最真实的

口碑。现场反应热烈，主创们听到

最多的一句话便是：“电影太震撼，

也太令人感动了。”面对观众的支

持，郭帆坦言：“感谢大家的信任，

《流浪地球》中没有超级英雄，每一

个角色都是普通人。但往往普通

人的一个选择就可以改变世界，甚

至拯救世界。”而这恰恰也是电影

想传达给观众的核心。现场观众

来自各行各业，其中一位从事电影

前期概念设计的观众满含热泪，动

情地告诉郭帆导演：“终于看到我

们自己的科幻电影，看到影片中那

些超乎想象的设定，非常受触动。”

除了普通观众给予影片高度

评价外，《流浪地球》的观众席间还

有许多电影工作者及航空航天、科

学等专业人士。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企业文化部原部长、中国高

科产业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春河

老师激动表示：“作为航天人，看完

《流浪地球》深感震撼。这部电影

给了当下中国青少年一个重要启

示，我们要爱护地球，爱护我们的

家园。同时也给了青少年一个启

发，我们要保持好奇心，拥有想象

力。”而电影《流浪地球》中最神秘

的特别出演，著名演员郭京飞现

身，他表示自己的角色是一个彩

蛋，看了影片就会留下深刻印象。

同时他还打趣道：“没想到‘我的男

人’李光洁在电影中这么性感。”

除此之外，奇虎 360 公司董事

长、著名天使投资人周鸿祎也观看

了《流浪地球》，他兴奋地表示：“作

为刘慈欣的忠实粉丝，同时也对电

影极有要求的人，看完《流浪地球》

十分惊喜，影片不仅在科幻类型片

还是冒险类型影片，都达到了世界

领先水平。”同时周鸿祎还在现场

点赞电影剪辑，“节奏感十足，看着

太过瘾了。”

此外，著名导演曹保平、徐峥、

韩延、丁晟，著名演员陈坤、姚晨、

王智、包贝尔，著名编剧刘震云、陈

舒、董润年等电影从业者也一同观

看了电影《流浪地球》。徐峥大赞

影 片 ，并 祝 福 郭 帆 ，为 他 感 到 骄

傲。姚晨则打趣道：“郭帆导演因

为《流浪地球》，‘疯狂’了四年。”

电影《流浪地球》由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西文化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登峰国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郭帆文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出品；上海阿里巴巴

影业有限公司、腾讯影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中青新影文化传媒（北

京）有 限 公 司 、优 酷 电 影 有 限 公

司、霍尔果斯聚合影联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湖南芒果娱乐有限公

司、嘲风影业（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国影纵横电影发行有限

公司、北京耀莱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新疆华夏天山电影院线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睿博星辰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泰洋川禾文化传媒

（天津）有限公司、峨眉电影集团

有限公司、宁洋影业（广州）有限

公司、北京自由酷鲸影业有限公

司、中影数字电影发展（北京）有限

公司、中影电影数字制作基地有限

公司、中影数字院线（北京）有限公

司、北京摩天轮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浙江星河文化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影片将于 2019 年 2 月 5
日大年初一正式上映。

本报讯 由北京八九娱乐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出品，张薇担任制片人，辛

奇担任策划，关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的电影《有多少爱能重来》目前已在立

项阶段，该片预计 2019年 8月开机。

近年来，虽然阿尔茨海默症的关

注度不断增加，但是详细描述患病老

人生活现状的影视作品则少知又少，

八九文化总经理张薇是该片的制片人

及编剧，她曾参与数部影视作品的内

容及制作，代表作品有《热血尖兵》、

《原谅他 77 次》、《在一起》、《疯狂婚

礼》、《小爸爸》等。她认为，阿尔茨海

默症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避免不了的

养老话题，而启动电影《有多少爱能重

来》这个项目，就是想要深度解析阿尔

茨海默症患病老人现状，从真实生活

的角度出发，贴近患者与家庭，从而更

好的向大众传播阿尔茨海默症，激发

生活正能量。

电影《有多少爱能重来》讲述了

在大城市打拼的小镇女孩，因父亲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之后，在平衡工

作、感情、照顾父亲而发生的一系列

故事。张薇认为：“这部电影只是一

个简单的缩影，希望通过这部作品

让更多的人知道应该怎样去正确认

识阿茨海默症，同时珍惜和家人相处

的时间。”

（姬政鹏）

现实题材作品《有多少爱能重来》即将开机

炒过扬州炒饭，没炒过“冷饭”

《中国电影报》：2018年11月突然

传出《新喜剧之王》将在春节档上映

的消息，因为此前一直没有关于这部

影片的任何信息发布，当时有声音认

为，您是为了去春节档“捞一笔”，用

两个礼拜的时间赶了个片子出来，真

相是什么呢？

周星驰：两个礼拜真的能拍出来

一部电影吗？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

我也太厉害了。一开始，我是不想说

电影已经开拍了，想再等等。

《中国电影报》：是在等什么？

周星驰：我相信，只要电影的内

容让观众喜欢，就算是临近上映公布

消息，也没关系吧。我不希望电影还

没出来，就已经有人在盯着，万一，我

又多想了一年怎么办？

《中国电影报》：影片真正是拍了

多久？

周星驰：如果从剧本创作开始

算，应该是 3 年的时间。实际拍摄时

间，大约两个月，这次我们用了不一

样的拍摄手法，所以在这方面花了些

时间。

《中国电影报》：也就是说，拍《新

喜剧之王》的想法其实始于三年前？

周星驰：最开始考虑这事儿，大

概是七八年前了。就是想着能再做

点儿什么，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候重新

展现曾经的故事，却又表现出不一样

的感觉。这个事，我偶尔就会想一

下，直到三年前，一下子就想清楚了。

《中国电影报》：影片立项的时候

片名不叫《新喜剧之王》，而是叫《D计

划》，为什么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秘而

不宣？

周星驰：电影的最终名字还没想

好，又不想给大家剧透，于是就随便

起了个名字。至于为什么叫《D 计

划》，因为ABC都已经被别人注册了，

没办法，我就只好选D了。

人难免会考虑很多东西，《新喜

剧之王》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影，它对

我来说很重要也有很有意义，又赶上

20 年这样一个节点，我想，我需要时

间去做这件事，我想要检查好了，再

把电影交出来，这样，我不太会有遗

憾。这算是给我自己多一点时间，同

时也给观众一个惊喜吧。

《中国电影报》：有网友质疑《新

喜剧之王》是在“炒冷饭”，您怎么看？

周星驰：我炒过扬州炒饭，但是

没炒过“冷饭”。两个电影都是“小人

物”的故事，不管是尹天仇还是这次

的主人公，都是努力“跑龙套”的小人

物，观众看完电影，自然就明白了。

20年后，跟女版“尹天仇”看

到了天亮

《中国电影报》：《新喜剧之王》的

演员虽然都是职业演员，但是很多主

演连“脸熟”都算不上，包括女主角鄂

靖文，是什么原因让您选中了她？

周星驰：《新喜剧之王》甄选演员

经过了很多轮的试镜，我看过鄂靖文

的资料，她是一个喜剧演员，为了塑造

形象，做出过很多不同的尝试，最重要

的是，我在鄂靖文身上发现了对的表

演热情。其实，鄂靖文的经历跟片中

她饰演的如梦这个角色有很多相似之

处，选定了她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她

在我以前的电影里也跑过龙套。

《中国电影报》：《新喜剧之王》的

预告片播出后，有观众自行把鄂靖文

代入到老版《喜剧之王》里张柏芝演

的柳飘飘，会担心影片上映后，观众

产生心理落差的问题吗？

周星驰：如果一定要带入《喜剧

之王》，那鄂靖文也应该是“尹天仇”

才对，观众的落差也许会变成“尹天

仇”怎么变成女的了？《新喜剧之王》

次讲的是一个女版“尹天仇”的故

事。只是时间不太一样，观众看完电

影就会知道了。

《中国电影报》：这个角色，为什

么不找个有些名气的演员来演？

周星驰：我希望给更多有热诚、

有梦想，一直在努力奋斗的人们机

会，发掘更多人才，这也是我一直在

做的事。

《中国电影报》：让剧组的工作人

员去演电影里的一些配角，也是这个

原因吗？

周星驰：他们都是有演员梦的

人，而电影中很多角色都是剧组人

员，找真实的他们来演，不是更好吗？

《中国电影报》：新旧两版“喜剧

之王”之间，有哪些联系？

周星驰：20 年前，尹天仇虽然努

力奋斗了很久，但电影结尾，他还是

失去了演主角的机会，没有给他安排

一个功成名就的结局。《新喜剧之王》

里，我们让主角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

结局，我觉得，这样的结局能够更直

接地鼓励到大家，让观众看到，人生

不会永远“跑龙套”。20年前，观众没

有和尹天仇一起看到“天亮”，20 年

后，让大家看到，天亮后真的很美。

《中国电影报》：20年后重新拍回

小人物，您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周星驰：我自己也是小人物，不过

是想通过电影说一些话罢了。时间过

得真快，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观

察和思考也发生了变化，《新喜剧之

王》包含了我 20 年来对人生的新感

悟。不管是20年前，还是现在，像“尹

天仇”一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我想跟

他们分享我的感受，通过电影，也许会

给到他，给到他们一些力量。

每个戏都要“江郎才尽”一次

《中国电影报》：有评价说您江郎

才尽了，听到这样的评价，有没有想

过不拍电影了？

周星驰：好像到我这个年纪之

后，每个新戏出来都会要“江郎才尽”

一次。对我来说，电影是很重要的工

作，电影最主要的是创意，要给观众

带来新鲜感，我想我还可以给观众一

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每次都会再

努力一下。

《中国电影报》：在片场，无论群

演、龙套的戏，您都亲自教，为什么每

次都亲力亲为？

周星驰：对一部电影来讲，不存

在“小角色”，每个人都是有用的角

色，不管是什么戏份的人，最后都会

对电影的呈现产生影响。我自己的

习惯是，演出来，能让演员更直观地

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感觉，而在

这个过程里，他们也会迸发出很多不

同的东西。

《中国电影报》：在您心中，“喜剧

之王”的精神是什么？

周星驰：就像刚才说到的，虽然

“喜剧之王”字面上是“王”，但其实，

是一些认真生活、努力奋斗的小人物

们，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真实、自

信、认真甚至是较真，对自己所从事

的工作充满热情，遭遇再多困难，也

不会轻言放弃。

《中国电影报》：为什么选了陈百

强的老歌《疾风》作为影片主题曲？

周星驰：《疾风》的歌词很耐人琢

磨，比如“风却没理起始与终，它只知

发力去冲”或者“如内心有梦便全力

追踪，好比天空疾劲野风”，唱到这两

句，大家就会想象出一个小人物全力

奔跑的画面，你说，这时响起这首歌

做为背景音乐，是不是很合适？而这

时候的《疾风》也能够给追梦的小人

物一种力量，就好像拼搏的人都是疾

劲野风一般。

《中国电影报》：《新喜剧之王》还

有几天就要正式上映了，您现在想对

正在打拼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周星驰：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生活

中的主角，任何事情不要害怕失败、

困顿或者种种阻力，带着满腔热血去

努力，就像“疾风”一样。正在努力奋

斗的年轻人，希望你们都能成为自己

人生的“喜剧之王”。

周星驰：《新喜剧之王》包含了
我20年的人生感悟

1999年，《喜剧之王》在香港拿下年度票房冠

军，临近 2019年春节，周星驰突然宣布《新喜剧之

王》杀青，入局大年初一。

随之而来的“江郎才尽”，“只会炒冷饭”等质

疑又一次在舆论中蔓延，如周星驰每年新片上映

前引来的质疑如出一辙。

别人怎么说，周星驰一点儿都不在意，他自我

打趣：“好像到我这个年纪之后，每个新戏出来都

会要‘江郎才尽’一次（笑）”，他甚至专门做了一版

海报，帮那些质疑他的人喊出心声——“除了炒冷

饭，你还会干什么？”。

《喜剧之王》与《新喜剧之王》相隔 20年，周星

驰还是想讲一个关于小人物努力奋斗的故事。只

是，当年电影中那个临时演员“尹天仇”如今已功

成名就，坐在监视器前，看着新任“尹天仇”为了梦

想执着狂奔。

除了王宝强，《新喜剧之王》几乎没有一个脸

熟的演员，领衔主演鄂靖文戏里戏外过着“龙套”

生活，被周星驰选中之前甚至还在周星驰的电影

里跑过龙套。电影中的许多配角，周星驰直接找

了剧组的工作人员出演，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们

有演员梦，他们有表演热情，找真实的他们，不是

更好吗？”

在他们身上，周星驰仿佛看到了刚入行的自

己，奔波于大大小小的片场，扮演着各路连脸都看

不清的路人甲乙丙丁，幸运的时候有一句台词，更

多时候，他出现在银幕上的镜头时常只有几秒

钟。但无论环境多么糟糕，也不能阻挡他“满腔热

血的追求梦想”，他想把这些话拍成电影，告诉那

些正在努力奋斗的年轻人“这一路，一直为你加油

的那个人，是你自己”，他想跟他们说，“人人都是

自己生活的主角，不要害怕失败，只管努力！奋

斗！”。周星驰觉着，即使年近花甲，他也能把这个

事儿，讲出新意，毕竟“《新喜剧之王》包含了我 20
年来对人生的新感悟”，周星驰说。

20年后，带着《新喜剧之王》回归，周星驰给了

它一个圆满的结局，“20年前，观众没有和尹天仇

一起看到‘天亮’，20年后，大家可以看，天亮以后

真的很美。”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