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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10月16日电 （记者许
春媚）多年前巩俐主演的电影《红高梁》
至今仍让一代人记忆深刻，今年电视剧
版的《红高梁》又要上演了。今天下午，
东方卫视在上海举办新剧开播发布会，
导演郑晓龙与制片人曹平率主演周迅、
朱亚文、黄轩、宋佳伦等亮相现场，并公
布了10月27日开播的消息。

自《买办之家》之后，周迅一别荧屏
近12年。此番她为《红高粱》重出江
湖，自然引来大量关注。谈及选择《红
高粱》的原因，周迅坦言，她并没有刻意
谢绝电视剧，只是这些年忙于电影，《红
高粱》无论是小说、剧本都非常“有劲
儿”，也直接打动了自己，“一个好的剧
本是最重要的，还有制作团队，郑晓龙
导演的剧都很有力量，我想让他熏陶一
下自己”。巩俐主演的电影版《红高梁》
堪称经典，周迅接演电视剧版的女主角
后，外界就颇为好奇：这样一个古灵精
怪的江南女子，如何超越巩俐在电影版
中野性十足的北方女人形象？对于这
样的质疑，周迅早有准备，在今天现场
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时先是大方夸奖巩
俐是“文艺女青年的鼻祖”，随后又坚持
表示，不应该跳脱年代背景和艺术形式
谈超越，更何况如今电影、电视剧、舞台
剧之间的互相改编已经十分流行，“我
相信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观看习惯，这
些改编某种程度上是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而且任何不一样的演员都会有不
同，拍戏也没必要去复制到一模一样，
各取所好就好”。在周迅看来，电视剧
丰富的线索让“九儿”这个“我奶奶”的
经典形象可表现的层面更加丰富，“按
现在的话说，我觉得她的命运很悲催，
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这样
她面对的人物更多，可表现出来的人性
的面也更多”。

导演郑晓龙对周迅演绎的女主角
“戴九莲”极为肯定，大赞周迅外表娇小
柔软，内心却非常“阳刚”，和“九儿”的
特质颇为吻合，“她很有灵性，很有张
力。女人的阳刚，不一定体现在外表
上，内心的阳刚才是我想要的”。他还
透露，原著作者莫言对周迅也非常满
意，“他觉得周迅非常适合九儿，外型上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当年在写《红高
粱家族》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奶奶’这
个人物就是照着他自己的祖母原型写
的，莫言先生的祖母的身高也只有一米
五几，并不是大伙儿脑子里山东女人那
种高高大大的身形。”

除了周迅之外，朱亚文、秦海璐、于
荣光、黄轩、宋佳伦、王澜等实力演员的
加盟，也让《红高粱》显得星光熠熠。在
谈及演员挑选的问题时，导演郑晓龙充
满自信，频频用“再合适不过”来形容演
员的选择。比如，扮演“余占鳌”的朱亚
文，通过简单的一次试戏就让郑晓龙颇

为满意，“原来他外形就比较符合我心
中余占鳌的样子，很淳朴、醇厚，有点年
代感。而且试戏的时候他爆发力很强，
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角。”

另据了解，为了更加真实贴切，剧
组对服装、造型、道具都做了精心的准
备，比如剧中周迅共有30多套服饰，其
样式完全贴合上世纪30年代的时代
感，还有朱亚文、于荣光等人扮演的土
匪、军阀等角色，其服饰也极大程度上
还原历史。

时隔12年周迅重回电视圈挑战经典“我奶奶”

《红高粱》电视剧版本月27日开播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1985
年，北京人艺导演夏淳将《洋麻将》第一
次搬上国内舞台，于是之、朱琳的演绎让
该剧成为北京人艺国外经典剧目之一；
29年后，北京人艺重排该剧，由唐烨导
演，濮存昕和龚丽君主演。濮存昕15日
说，他由于缺乏当年于是之类似剧中人
物的纠结状态，只能描着前辈的“红模
子”，用技巧去演人物。

《洋麻将》是美国作家唐纳德·柯培
恩的成名作，曾获美国普利策戏剧奖，讲
述一家破旧的养老院内，魏勒和芳西雅
两位历尽人生坎坷，被社会、家人遗弃的
孤寡老人在一起玩纸牌打发时光、排遣
郁闷的故事，揭示了功利社会中失败者、
失落者孤寂无助的凄凉晚景，以及人与
人之间的淡漠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演这部戏，可
能大家对于当时美国的养老院概念比较
模糊，对孤独的老人的内心探寻、思考也
比较少。但是现在的观众会对很多剧中
描写的问题有自己的认识，我们开始关
注这些问题，所以我相信现在的解读可
能更会引起观众共鸣。”她说。

濮存昕说，他如今演这部戏与29年
前于是之演这部戏的状态是不同的，在他
没有那么多纠结，只能本着“描红模子”的
心态，用技巧将人物的内心世界演出来。

北京人艺29年后
重排《洋麻将》

濮存昕“描红模子”演人物纠结

本报讯 如果周围没有人跟你讨论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恐怕就要检验一
下你的朋友圈构成，因为太不够“高大
上”了。2014年截止到现在，这部电视
剧获得了众多业内人士的夸赞，大有“年
度最强剧”之势，豆瓣评分罕见地高达
9.4。在国产电视剧“惨不忍睹”的大环
境下，这部剧凭什么杀出重围？

编剧刘和平耗时七年打磨剧本，旨
在最大程度还原1948-1949两党交替
时期的历史，故事涉及反贪腐，将重点放
在了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上，讲权谋，讲
政治。有了夯实的剧本，再加上孔笙导
演，刘烨、陈宝国、廖凡、焦晃、王庆祥、祖
峰等一票“演技派”，就有了我们看到的
《北平无战事》。

毋庸置疑的是，这部剧题材敏感，创
作耗时长，这就面临着要过审查制度的
关，稍有不慎，就可能连播都播不出来。
即便高风险，投资人们还是砸下了1.6
亿。对此，记者采访了出品人兼制作人
李力，他向我们讲述了这部剧所面临到
的各种“辛酸往事”。

■ 前期筹备
曾两度更换班底

两任一线大导演先后退出

编剧刘和平曾创作过《雍正王朝》、
《大明王朝》等剧，《北平无战事》是他历
时七年创作而成。在这期间，有很多投
资人望而却步，不敢去承担这么大的盘
子。大概四年前，刘和平结识了投资人
李力。他听说了这个项目之后，便决定
参投，并成立了因《小时代》一炮而红的
和力辰光公司，公司名正是取自两个人
的名字。但是在有了资金之后，组班底
成了最大难题。

最初，他们与某大卫视合作，导演也
是国内一线导演，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
没能成形。随后，另外一位知名大导演
也曾加入，无奈又出现了问题，最终还是
以遗憾告终。

在这段期间，很多有代表作的二线
导演非常想接这个戏。但是李力和刘和
平认为，“这个剧必须要有一个顶级导演
才能完成，国内一线导演就那么几个。”

有了这两次剧组解散，再加上退出
的都是一线大导演，因此这个剧组在业
内无形间被列入了“黑名单”，没有导演
敢碰。在这期间，李力和刘和平还曾先
后接触过胡玫、刘江等名导，但最终都没
有成形。

有了这两次教训，李力决定让刘和
平亲自做制片的工作，只有他对剧本最
了解，对整个剧的方向最有发言权。在
李力的投资概念里，做剧选对人非常重
要，无论是制片还是导演，一定要让最懂
的人来做，这也是为什么他主动拒绝做
制片人的工作。

“以前最初的时候，定下来我是总制
片，但是后来我认为驾驭不了历史题材，
无论是在艺术上面的见解，历史上的把
握，政治敏感度的把握，我都没有办法，
甚至我们整个团队没有人更合适。所以
说这个总制片人，一定要刘和平来做。”

“我和刘和平是特别强硬的那种人，
都希望能按照剧本把戏拍好，这是第一
位的。最后，李力想到了他很喜欢的《生
死线》的导演孔笙，便向刘和平推荐了
他。“这戏就得孔笙来导。”有了孔笙和侯
鸿亮团队的加入，整个剧开拍之后就十
分顺利，李力甚至没怎么亲自去过剧组。

■ 审查风险
曾被误认为“禁播”题材
能不能播成最大风险

上述的解散剧组事件，有一个最重

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导演认为《北平无战
事》涉及贪腐和两党政史，稍不留神就面
临着“禁播”的风险。

之前被解散的两位导演，均是在圈
子里很有话语权的大人物，这样一来，
《北平无战事》就“臭名在外”，一提到这
个项目，导演们都望而却步，“有人说它

政治倾向有问题！”后来，李力找到好朋
友廖凡，托他联系到了导演孔笙，因为廖
凡出演过《生死线》。最开始孔笙也担心
题材敏感，还是刘和平等人从背后推了
他一把，才决定接。

即便面对如此大的风险，李力始终
没有撤资。他曾跟刘和平讲，“即便是最

后电视台不让播，我们大不了自己把盘
拿回家看呗。”最难时期，刘和平曾劝他
撤资，顶多是少赔点。“那个时候刘老师
压力很大，因为外面很多人说这个戏有
问题，一不让拍，二不让播，但是他依然
没有调整原先的剧本方向。”

刘和平曾透露，这部剧相关部门在

审片后，给出了15页修改意见，但都是
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并没有伤筋动骨。
制片人侯鸿亮也说，“这部剧很幸运，可
以说是上级给了一路绿灯。”

有的观众看过认为，该剧在当下播
出，有着特殊的正面意义，也算是贴合实
事。李力则比较委婉，“这也算是巧合，
其实并不是编剧刘和平想影射些什么，
这种东西它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历史证
明了它确实是存在那的。现在的人去揣
测，不管是往前推多少年，往后推多少
年，我认为它是一个惯性的想法，并不是
作品本身有意地去影射什么，历史是存
在的，影射是不存在的。”

■ 1.6亿投资花哪了？
所有演员半价出演

黄晓明曾非常想演方孟敖

从画面上看，不少观众表示《北平无
战事》可以跟电影媲美。镜头的色泽和
质感，都算得上是“真金白银”。李力介
绍，他对承制方山东影视集团提出的要
求只有一条，就是按照美剧的概念来拍，
因此所有摄像机用的都是最先进的电影
设备，包括服装、布景，全部是最先进
的。但在李力看来，现在回过头看这部
剧，他仍然觉得有遗憾，就是色调上还不
够完美，跟美剧还是有差距。

“在电视剧制作这个层面上，他们
都说是五十对五十，就是后期和片酬
的比例。这都已经很不错了，目前
90%以上的电视剧，实际上都是制作
费只占整个里面的30%到 40%，甚至
更低。但我们的制作费确实是高过了
演员的费用，这部戏所有的演员都是
半价出演，他们当时风头正劲，片酬都
很高，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市场价格
去演这部戏。”

早前有消息称，黄晓明曾争取过方
孟敖的角色，对此李力证实，“黄晓明也
是我的兄弟，当时确实是因为他的脚坏
了，他为了这部戏，专门从美国买了一个
鞋，录的视频给我看，他还是很喜欢那个
角色的。但是最终定了刘烨，也是因为
刘烨也比较贴近和符合这个角色。”

■ 对话李力
从未担心《北平》会赔
看重它的“重播率”

记者：这部剧投资这么大，也有播不
出来的风险，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李力：实际上一开始我们就评估
了，我说句实话，我认为它的风险不大，
因为我是做投资出身。因为它是历史
剧，那么一定它就赔钱？不是这样的。
有另外一个维度，刘和平以前的作品，
重播率非常高，它可以播五年、十年，那
么在这个领域里面，重播就是钱。无非
就是你收回来的这个资金成本的时间
杠杆拉长了。

记者：《北平无战事》和《小时代》完
全是两种东西，让人很难想象是同一个
人的投资品位。

李力：实际上《北平》在《小时代》之
前。这就是一开始定位的问题，《北平无
战事》，我们很清楚要的是什么，我希望
它像《雍正王朝》、《大明王朝》能够一直
地重播。像《小时代》一开始我就知道，
它是一个商品。刘和平的《北平无战事》
它不是快消品，它是一个作品。

记者：之前刘和平说《北平无战事》
是反市场的一个东西，你怎么看？

李力：我觉得不是反市场，我认为叫
反潮流。类似于现在很多这种同质化很
强的戏，抗日，一群抗日，古装穿越，古装
穿越一大堆，婆妈，一大堆，就是同质化
很强的东西。 （小新）

本报三亚10月16日电（记者符王润）记者
从共青团三亚市委获悉，主题为“我的中国梦青春
正能量”的三亚市第二届青年文化节微电影大赛
正式启动，活动时间将持续至今年底。

参加此次比赛的可以为个人，也可以为团队
（4至 8人）。参赛者可使用专业摄像机、家用
DV、相机、手机等一切可用于拍摄的器材进行创
作，拍摄画面清晰连贯有一定的拍摄和剪辑技
巧。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并体现“公益”元
素，重点考虑志愿服务、青少年权益维护、青年就
业创业、青少年思想引导、青春热话题等相关主
题。作品应以普通话、海南话（需要添加普通话字
幕）为主要发音语言，选题角度可以灵活多样，展
现三亚正能量。

根据要求，参赛作品要求思想健康、积极向
上，内容充实、生动，弘扬主流价值观，无色情、
暴力等因素。作品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相抵触，主办方不承担包括（不限于）肖像权、名
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
法律责任。作品时长不限，原则上不超过20分
钟；作品视频格式为AVI、MP4、WMV等视频
格式。

拟参赛者可于12月10日前将报名表和作品
电子版一并发至syszyz2010@163.com邮箱，邮
件名称统一命名为“作品名称+作者姓名”。入围
作品将统一在三亚共青团官方微博发布，并上传
团市委官方网站。

评选与作品展示微博发布后同时进行，截止
日期为今年12月30日。作品展示微博发布时
间、征集活动进程及相关资讯将会在团市委微信
公众平台“三亚共青团”（微信号：hn_sygqt）发
布。

比赛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
名；优秀奖3名。

三亚启动微电影大赛

本报定城 10月 16 日电 （记者苏庆明 特
约记者林先锋）由新锐导演姚宇执导的青春校
园励志电影《毕业那年分手季》将于10月17日
在全国4000多家影院上映。影片由海南返乡
大学生担任制片人，海南籍影星顾莉雅领衔主
演，主要取景地为海口、定安两地，充满了海南
元素。

影片以毕业季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大学生面
临的爱情与人生选择难题。音乐系毕业生林辰
（顾莉雅饰）与男友孟里相爱7年，此时孟里却迫
于父母的安排带着自己不爱的校长女儿出国深
造。林辰的闺蜜高雅在找工作时几经挫折，却幸
运地嫁入豪门，没想到甜蜜过后即被抛弃，面临着
继续对富豪抱有幻想还是选择一直对她默默关爱
的好友顾歌的难题。

影片中林辰、高雅、孟里等一同创作的毕业
音乐作品《自然音诗——海南天籁》能否顺利完
成，是全片最大的悬念。正如其结尾所唱“凡是
要走的路，都是必经之路”，影片呈现了青春始终
在路上，人必须在不断彷徨和迷失中寻找真正自
我的主题。

在预告片中，这部电影得到了著名影星黄
渤、华少、陈慧琳、梁家辉等人的现身力荐。制
片人、定安籍海南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创始
人胡诗泽表示，观众观影后，持电影票票根可免
费前往影片拍摄地定安县文笔峰、飞禽世界等
景区游览。

取景海口定安 顾莉雅主演

《毕业那年分手季》
今起上映

本报讯 在本届“国际艾美奖”提名中，中国
男星吴秀波凭借《赵氏孤儿案》获得了“最佳男演
员”提名。在央视一套2013年黄金档播出的《赵
氏孤儿案》中，吴秀波饰演男主角程婴，该片根据
经典历史传奇故事改编，讲述了春秋时期晋国围
绕赵朔之子——赵氏孤儿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彰
显了以程婴为首的一群古代英雄坚守忠义、舍生
取义的精神。

除《赵氏孤儿案》以外，吴秀波近年参演的影
视剧还包括《四大名捕》、《北京遇上西雅图》等，而
今年他和姚晨搭档的《离婚律师》持续稳坐收视冠
军的宝座。此前，吴秀波已获得金鹰奖最佳表演
艺术男演员、最受观众喜爱男演员及上海电视节
最具人气男演员等荣誉，而这次获得国际艾美奖
提名，也意味着吴秀波的影响力已经冲出中国走
向世界。 （综合）

2014国际艾美奖提名公布

吴秀波冲击艾美视帝

本报讯 自《失恋33天》造就了光棍节电影
档期的神话，“光棍节档”越来越受到电影人的重
视。据记者统计，今年从11月6日到14日，也就
是光棍节前后一周将有13部影片陆续上映。从
影片类型来看，国产片大多选择了爱情电影，其
中仅11月 7日就有《我是女王》、《露水红颜》、
《找个高富帅》三部爱情电影，而光棍节当天就有
《单身男女2》、《拆散专家》、《王牌》等三部爱情
电影同时上映。此外，将于11月28日上映的爱
情电影《撒娇的女人最好命》也宣布在光棍节提
前点映。

但不能忽视的是，有两部好莱坞大片将成为
这个档期有力的票房竞争对手。曾执导《盗梦空
间》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片《星际穿越》将于
11月7日在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该片由马修·
麦康纳、安妮·海瑟薇等人主演。

而另一部美国梦工厂动画大片《马达加斯加
的企鹅》也宣布定档11月14日。

（据法制晚报）

“光棍节档”
13部影片扎堆上映

揭秘《北平无战事》

曾换过
两个一线导演

北京人艺29年后重排《洋麻将》 《红高粱》电视剧版剧照

《北平无战事》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