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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巍

最近，被影迷冠以“贾科长”称谓
的贾樟柯推出了新片《山河故人》，没
想到全国公映才两天，票房居然就突
破了1000万元；昨天放到第5天，又突
破了2000万元，真让人吃惊不小！

已经拍了 10 多年电影的“贾科
长”，过去单片票房顶多数十万元，那
么“贾科长”这部《山河故人》为啥一下
子又有票房了呢？

依笔者愚见，这除了得益于全国
银幕数比10多年前激增数倍外，首先
要归功于“贾科长”的故事通俗易懂
了，其次是形式不再晦涩了，再次是叙
事技巧更流畅了。影迷能看得懂，票
房自然就上来了。

过去，“贾科长”一贯玩艺术，从
1997 年执导《小武》有点小影响起，包
括《站台》、《任逍遥》、《三峡好人》等，

“贾科长”一直在艺术道路上探索着，
从未放弃。市场就是曲高和寡！他的

片子除了在法国有点影响外，在国内
几乎毫无建树，既没得奖，也没市场。

也许痛定思痛吧，“贾科长”这次
放弃了所有艺术探索，就讲一个平淡
无奇中有点寓意的故事，仅保留了语
言上的形式意味，如从第一段的小城
方言到第二段的普通话、上海话交织，
再到第三段的英语和方言尖锐冲突，

“贾科长”无非想当一个“画家”，去艺
术地绘制一幅从传统的地方主义到全
国化再到全球化的现代人迁居路线
图，因为这是近30年不少中国人都有
的背井离乡的生命体验！

说来说去，“贾科长”其实还是没
有跳出他一直倾心的对象，更未向票
房妥协，只是这一
次的艺术表达更平
实，因而俘获了观
众 。 这 也 证 明 ，

“ 贾 科 长 ”一 直 以
来的真卖力，最终
有了回报。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郑恺、郭采洁、张艺兴领衔主演的
爱情喜剧片《前任2：备胎反击战》（简
称《前任2》）将于11月6日在海南与全
国各大院线同步公映，这是记者今天从
海南几大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为了迎接这次全国公映，
《前任2》片方从10月21日开启，就启
动了一场名为“安胎行动”的全国巡回
路演，所到城市包括武汉、宁波、深圳、
南京、苏州等21个，让《前任2》的“笑
果”涉及到了广大影迷内心。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安胎行动”巡
回路演活动中，《前任2》片方还开展了
名为“有种你别笑”的有奖游戏活动。
根据活动规则，观众在观看《前任2》的
过程中，用设备对自己面部表情进行拍
摄，如果你观影过程中全程不笑，即可
获得一笔奖金。活动一开始，不少影迷

便在微信中大喊“看电影憋住笑”，可实
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尽管所有观众都
使出浑身解数憋住不想笑，结果却不得
不被片中的搞笑剧情弄得开怀大笑，最
终难逃憋不住笑的结果。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前

任2》所到大部分城市路演时，每场观
影的观众都是笑声爆棚，“笑果”显
著。即使绝大多数观众为了夺得奖金
而拼命忍笑，结果还是被该片密集的
笑点逗得笑声不断，至今还没有发出
过一笔奖金。

“贾科长”卖力有了回报

《绝地逃亡》定档圣诞
本报讯 11月3日，由成龙、范冰冰和好莱

坞男星约翰尼·诺克斯维尔主演的动作喜剧片《绝
地逃亡》连爆两组宣传品，宣布该片定于12月24
日圣诞节上映。

据介绍，该片拍摄跨越3国7地，历时3个半
月，耗资超3亿元。拍摄过程中，年过60岁的成
龙坚持不用替身、不加特技，全面启动玩命模式，
打斗、爆炸、跳水、漂流全都亲自上阵，体验了真实
的连番受虐。

首次与成龙合作的约翰尼也主动“求虐”，希
望为他设计高难度动作，他都亲自上阵尝试，拍摄
了一幕幕惊险戏份。 （欣欣）

《反恐特战队》今开播
本报讯 由著名导演尤小刚执导，朱雨辰、王

力可联袂主演的国内首部反恐剧、2015年东方卫
视定制剧《反恐特战队》，将于11月4日登陆东方
卫视梦想剧场，每晚7时30分两集连播。

该剧真实反映了奋战在反恐第一线的武警战
士们的生活。开播第一集，反恐特战队就接到任
务，要拦截恐怖分子劫持的满载放射性物质的货
车。车厢内还有恐怖分子，扬言要按下爆炸按钮，
紧张氛围立刻围绕观众。

尤导透露，该剧共40集，大仗打了20多场，
所以每一集都有精彩打斗，观赏性很强。（欣欣）

《全员加速中》后天播
本报讯 湖南卫视大型实境游戏秀《全员加

速中》将于11月6日与广大观众见面。
首发阵营中，除了多名兼备爆发力和耐力的男

队员外，还有女星组团参与。不料，女队员们刚一
上场，便收到了来自游戏的“极大恶意”，率先受挫
的她们要想解锁脱困，必须以男队员们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任务为前提。为了尽早恢复自由，美女主播
沈梦辰和当红演员臧洪娜双双发出求救信号，争取
男队友们帮助，两人蹲在角落待认领的状态，给焦
灼的氛围增添了一重逗趣的喜感。 （欣欣）

《大秧歌》推草根男神
本报讯 郭靖宇编导的传奇剧《大秧歌》正在

江苏卫视和天津卫视热播。剧中，杨志刚饰演的
小人物海猫以独有的草根男神形象赢得点赞。

剧中，杨志刚饰演乞丐出身的小人物海猫，开
场的“扮丑”造型就引发了观众热议，有网友甚至
表示没认出是杨志刚。杨志刚坦言，刚造完型我
也认不出自己了。好在这个人物作为全剧的灵魂
人物，经过一场场戏演下来，海猫逐渐以敏捷和善
辩等特色成了草根男神受到观众欢迎。 （欣欣）

郑恺郭采洁张艺兴主演爱情新喜剧

《前任2》让你憋不住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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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武媚娘传奇》里，范冰冰饰
演的媚娘剃度出家为尼，被网友称赞

“最美比丘尼”。其实，范冰冰的光头是
用硅胶做的。

日前，《武媚娘传奇》《狼图腾》等影
视剧特效造型师肖进在2015年影视化
妆技术论坛上揭秘“最美光头造型”：

“我们用进口硅胶做了假的光头套，再
用真人头发种植到假头套上。”

肖进说，同样的手法也用在了电影
《滚蛋吧，肿瘤君！》里白百何饰演的熊
顿光头造型。“硅胶光头套并不好做，前
期制作得耗费20多天，而通常都是一次
性使用。”光头套的优点也很明显：“导
演可以一个镜头拍完，不用再剪辑；演
员表情也会很到位，很真实。”

事实上，硅胶光头只是众多影视特
效化妆中的一种，老人妆、干尸妆，甚至
连动物和心脏都能“造假”。

演员经常因为剧情需要“扮老”，而
这些老人妆幕后的魔术手们，正是特效
化妆师。梁家辉在电影《智取威虎山》
中座山雕的造型彰显了东北土匪大哥
的威力与霸气，他在片中的鹰钩鼻子和
高额头，都是假的。

“座山雕的化妆我们是假体与演员
的五官相结合。”肖进说，“鼻子、额头、
眼袋用硅胶材料做的假体，其他靠化
妆。进口硅胶很软、很薄，有真人皮肤
质感，演员表情可以做到动静自如。”

同样的老人妆手法，还运用在了电
影《黄金时代》里的老年朱亚文与老年
冯绍峰身上。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化妆委员会
主任张玲亚说，化妆行业是影视产业的一
个重要门类，正因为有了出神入化的化妆
技术，才使得影视作品更加丰富多彩。

电影《狼图腾》里，群马落入冰湖被

纷纷冻死的画面十分震撼，为推动电影
情节做了渲染铺垫。肖进却说，冰湖里
的“死马”实为“假马”。

“冰是真的，马是假的。”他说，制作
团队把仿生马放进冰湖，晚上每隔一小
时浇一次水，形成真冰，力求效果逼真。

最让人料想不到的是，《狼图腾》其
实运用了大量的仿生动物：马、狼、黄羊
……“原因有三点：一是动物的表情很
难受控制，群狼望山下一幕是我们制作
了各种不同的表情、状态；二是为保护
动物，用真狼咬假马、真马踢假狼；三是
稀有动物难寻踪迹，内蒙古已经少见黄
羊，除了制作仿生黄羊，我们还把山羊
毛刷黄放在羊群中。”肖进说。

在他看来，影视特效的最大作用就
是为导演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

新华社记者 臧晓程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硅胶做光头，真狼咬假马——

特效造型师揭秘影视化妆术

电影《狼图腾》中的假马场面

昨日战报

火箭队 110：105雷霆

勇士 119：69灰熊

骑士 107：100费城76人

雄鹿 103：96篮网

马刺94：84尼克斯

森林狼 101：106开拓者

快船 102：96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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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时间11月3日，卫冕冠
军勇士队在主场以119：69狂胜他们在上
赛季西部半决赛的对手灰熊队多达50分。

本赛季开始以来，勇士队展现出了
不可阻挡之势，本赛季开局四场比赛，
勇士队一共赢了对手100分，这使得他
们成为NBA历史上赛季开局前四场比
赛总净胜分最大的球队，超过了1961-
1962赛季的凯尔特人队（99分）。

ESPN的数据显示统计：这场比赛
是勇士队历史上第三次赢对手至少50
分的比赛，同时也是该队自1991年以来
的第一次。另外，从2014-2015赛季算
起，勇士队目前已经在主场取得了常规
赛20连胜的成绩，并创下了队史纪录。

本场比赛之前，灰熊队曾在1995年
11月9日输给过马刺队49分。现在这
一纪录已经作古，灰熊的输球分差纪录
变成了50分。

本赛季开始至今，勇士队已经取得
了四连胜。这其实还不算什么，最让人
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场均能净胜对手25
分。要知道，勇士队这四场比赛的对手
都是上赛季的西部季后赛球队——鹈
鹕（2场）、火箭和灰熊。

骑士107：100胜费城76人，詹姆斯轻
松拿到22分9个篮板11次助攻，职业生涯
总得分来到25001分，成为NBA历史上第
20位25000分先生，同时也是最年轻的
25000分先生。 （罗森）

一战 破多项纪录
勇士队开季4场净胜100分历史第1

■ 阿成

上赛季打入西部决赛的火箭本赛
季开局后吞下三连败，而且每战至少输
20分。北京时间11月3日，火箭下半场
逆转雷霆，避免了开局四连败的尴尬，
前三战表现一塌糊涂的球队核心哈登
砍下37分，成为获胜的最大功臣。“哈登
回来了！”这是比赛时以及赛后听到最
多的欢呼和感慨。

从数据上看，哈登的确是“回来
了”，他26投12中，三分球12投4中拿到
37 分，虽然命中率不算高，但已达到他
的正常水准。更重要的是，与前三战相
比，哈登的命中率和状态堪称飞跃。前

三战他总计 54 投 12 中，命中率只有
22.2%，三分球32投仅3中，命中率只有
可怜的 9.4%。显然，哈登的超级低迷，
是火箭此前三连败的主因。

但从逻辑上看，连打三场臭球后才
有一场出色发挥，这是一名超级巨星应
有的表演吗？怎么就能断定他就此可
以恢复往日的神勇呢？不说哈登有可
能下一场就重陷低迷，就算他连打三场
好球，就他这个级别的球员而言，也功
不抵过，总体表现也难让人满意。

当然，人们此时说哈登“回来了”，
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期待。还有就是揣测
他可能摆脱了八卦新闻所说的让他陷入
低迷的困扰，传说卡戴珊与奥多姆复合
让哈登很受打击。八卦不可当真，我相
信情场老手哈登不会因为一熟女的离开
牵肠挂肚闷闷不乐。再说了，如果真是
失恋，可没那么容易就“回来”的。

赛季前，哈登雄心勃勃给新赛季立
了很高的目标，要争MVP和得分王。他
说为此投入了苦练。但整个夏天他都做

了什么，人们看到的都是他与卡戴珊四
处游玩的消息。这些动态很难让人相信
他真的在埋头苦练，相反，他赛季初毫无
状态表现奇差，很可能是练得不够。

当然，赛季刚开始，征程还很漫长，
我相信哈登的表现肯定能回到明星的
水准。但对于哈登来说，“回来了”可不
仅仅是回到明星的行列，他可是上赛季
球员们选出的MVP。不过，从本赛季开
赛后其他球队和球星的表现来看，我更
想说，哈登可能“回不去了”，他恐怕很

难重现去年的表现，而火箭的战绩也很
难比去年更好。

理由？看一看更为成熟自信，场场
大胜势如破竹的卫冕冠军勇士；再想一
想得到阿德后潜力巨大的老冠军马刺；
在西部，还有雷霆、快船等强队，看起来
都比火箭更好。至于个人表现，就本赛
季开赛后的表现而言，哈登可不好意思
与“萌神”库里比，
虽然库里应该是他
心中的主要竞争对
手。当然，赛季还
很漫长，但我担心
的是，库里会把他
甩得更远。

哈登真的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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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1月4日凌晨，欧冠小组
赛第4轮将进行一场焦点大战，F组的拜
仁将主场迎战近况颇佳的阿森纳。上一
轮对决，枪手在主场打破拜仁本赛季的
不败金身，同时为自己赢得出线生机。
此番交换主场，拜仁若胜则几乎锁定晋
级门票，枪手若输则又要陷入险境。

F组3轮过后形势胶着，此轮过后
形势或许会明朗一些。目前拜仁与奥
林匹亚科斯同积6分位居前两位，上一
轮获胜的阿森纳积3分排第三，萨格勒
布迪纳摩也积3分因净胜球少垫底。本
场比赛，若拜仁取胜将积9分继续领跑，
并基本上锁定晋级门票。奥林匹亚科

斯此轮主场很可能再胜萨格勒布迪纳
摩积到9分，前两轮意外失利的阿森纳
此场若抢不到分数，后两轮必须取胜才
有出线希望。

上一轮客场输给阿森纳后，球队并没
有受到太大影响，回到联赛后创下开局10
连胜的德甲新纪录。不过，上周的联赛拜

仁被法兰克福逼成0：0，连胜纪录终止。
罗本复出是拜仁的利好消息，他在效力切
尔西和拜仁期间，先后4次面对阿森纳均
保持不败，对阵枪手，罗本堪称拜仁的福
星。枪手的好消息是射手吉鲁近期状态
很火，最近6场比赛就轰入6球。

拜仁要在主场报上一轮的一箭之
仇，并锁定晋级门票。而枪手客场战堪
称目前最强队之一的拜仁，如果能拿到
1分也足可满意。阿森纳主帅温格说：

“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就愿意立刻拿1
个积分来结束这段背靠背征程。”

■ 林永成

拜仁欲复仇 枪手要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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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在英超第11轮比赛中，
热刺队主场以 3：1战胜阿斯顿维拉
队。图为热刺队球员登贝莱（上）与维
拉队球员桑切斯（下）拼抢。 新华社发

中国香港队公布24人集训名单

“归化”球员达到9人
据新华社香港11月3日电（记者刘宁）中国香

港足球总会3日公布中国香港队备战一场友谊赛和
两场世界杯预选赛的24人集训大名单，四名新“归
化”球员入选，使得“归化”球员总人数达到9人。

四名新“归化”球员都效力于香港超级联赛
杰志队。其中，前锋艾力士来自尼日利亚，而另
一位前锋保连奴、中场球员辛祖和后卫艾里奥则
都来自巴西。此前，中国香港队里已经有五名

“归化”球员，分别是法图斯、积施利、麦基、安基
斯和基蓝马。

11月17日，中国香港队将在主场迎战中国
队。球队最终的23人参赛名单将于近期公布。

WPT中国赛三亚落幕
冠军获154万元奖金

本报三亚11月3日电（记者苏庆明）2015中
国（三亚）扑克游戏锦标赛暨世界扑克巡回赛中国
站（简称WPT中国赛）11月2日在三亚收官。来
自北京的选手孙树折桂，获得154万元冠军奖金。

WPT中国赛是世界扑克巡回赛在亚洲设立
的首个分站赛，赛程为期6天。本届WPT中国赛
共有882位选手参与，其中包括“扑克之王”Da-
vid Chiu、美女选手杨曦、李思晓及联众扑克世
界签约牌手吴绍纲、金韬等。最终，孙树、林语、金
文龙、金鑫、王城新、黄伟杰6人晋级决赛桌。在
11月2日进行的决赛中，经过7个小时的激烈角
逐，孙树突出重围，摘夺桂冠，金鑫、金文龙分获亚
军、季军。

代表海南参加全国广场舞大赛

万宁队将力争冠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5年全国广场舞大

赛决赛将于11月5日-8日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举行，届时将有全国30个省市的代表队汇聚
同台，舞斗群雄。此次，万宁老年大学艺术团将
代表海南省参赛。

“在家门口举行的比赛，我们将力争冠军。
最主要的是找差距找不足，跳出水平，舞出海南
风格。”万宁老年大学校长陈金云说。陈金云介
绍，此次海南代表队的20余名队员均来自万宁老
年大学艺术团，曾多次参加全国广场舞比赛，取
得过不错的成绩。为了此次比赛，团里请了专家
按专业标准训练队员，并且编排了具有海南风格
的套路曲风。谈到此次参赛的其他队伍，陈金云
说，好多参赛队虽然换了队名，但是参赛队员有
很多老对手和旧相识，不能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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