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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奖聚焦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赵博 付
敏）第5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26日晚
在台北举行。大陆电影人大放异彩，
拿到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
女主角等数个重量级奖项。

80后导演张大磊的处女作《八
月》获得最佳剧情片，影片中小男
孩“晓雷”的扮演者——10岁的“素
人”小男孩孔维一获得最佳新演员
奖，他在发表感言时俏皮地说“感
谢导演给我成名的机会”，逗得全
场大笑。

冯小刚以《我不是潘金莲》获得

最佳导演奖项。范伟凭借《不成问题
的问题》里的细腻演技“问鼎”最佳男
主角，这部由老舍原著改编的影片还
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电影《七月与
安生》里的两位女主角周冬雨、马思
纯双双摘得最佳女主角“桂冠”。

资深演员金燕玲时隔22年再获
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得主是首获
提名的新生代台湾艺人林柏宏。在
今年柏林电影节上捧回“银熊”的李
屏宾凭借《长江图》再获最佳摄影奖，
影片同时获得最佳音效奖。《树大招
风》获得最佳原著剧本和最佳剪辑

奖，《唐人街探案》获得最佳动作设计
和最佳造型设计奖，《寻龙诀》获得最
佳视觉效果奖，《一路顺风》获得最佳
美术设计奖。

“终身成就奖”颁予五获金马奖
的台湾资深编剧张永祥，其代表作有
《养鸭人家》《小城故事》《汪洋中的一
条船》等。这也是金马奖首次将这一
奖项颁给编剧。当他上台领奖时，全
场起立致敬。

今年共有534部影片报名角逐
金马奖，比上届增加了100多部，再
创历史新高。

上世纪90年代，12岁少年晓雷
结束了小升初考试迎来没有作业的
暑假，他的父母却在找尽关系为他安
排学校。当剪辑师的父亲和国营制
片厂的同事们下岗无事，看似平静的
生活状态下，心却像烈日炙烤般燥

热。为了生活，父亲离开家乡去私人
剧组做场工，家里只剩母子俩，晓雷
才着实感到生活在起变化。立秋那
天夜里，他家的昙花悄然开放……

“‘晓雷’作为旁观者，一定程度上
可以视作当年的我。影片讲述的90

年代就是投射到一个小男孩视角里的
模样。”张大磊说，生活方式、人际关系
都显得相对简单，“有对美好事物的热
爱，有从早到晚时光流逝的过程感，有
父辈们接受变革的从容姿态”。

没有冲突、对立或批判，只用基

本的叙事与抒情，带出全片的平稳节
奏和安静氛围。

“我想影片能打动观众和评审的
东西，就是简单但起码很真诚。”张大
磊说，去掉色彩的黑白影像，如同素
描，略带距离感地铺陈出剧情。

电影《建军大业》杀青
2017年建军90周年之际公映

据新华社电（记者袁慧晶）历经117天，辗
转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地取景的青春热血
巨制《建军大业》，25日在江西南昌关机，进入
后期制作阶段。该片将于2017年建军90周年
之际作为献礼影片在全国公映。

电影《建军大业》围绕1927年南昌起义这
一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展开，描写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伟大的建军篇章，展现了这段光辉历程。

作为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建国三部曲”
系列的第三部，《建军大业》将延续《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两部前作鸿篇巨制、磅礴大气的风
格。成功执导了系列前两部的导演韩三平和黄
建新，分别担任影片的总策划及艺术总监、影片
监制，香港知名导演刘伟强担任导演。

“希望为观众展示对波澜壮阔民族史诗的另
一种全新表述方式。”总策划及艺术总监韩三平表
示，南昌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第一枪
的发生地，也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地方。英雄情怀、
英雄形象、英雄崇拜将成为影片的展示重点。

电影《建军大业》还大量采用年轻演员，如
周恩来的扮演者朱亚文、叶挺的扮演者欧豪、谭
平山的扮演者保剑锋等。片方表示，一是因为
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年龄设定较年轻，二是为了
更好地追忆当年的燃情岁月。

韩寒拍新片《乘风破浪》
邓超彭于晏董子健赵丽颖助阵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卫小林）著
名作家韩寒转型电影导演之后又开拍第二部电
影了，记者今天从博纳影业集团海南办获悉，韩
寒执导的第二部新片《乘风破浪》目前正在热
拍，初步计划2017年暑期档全国公映。

据介绍，博纳影业集团继参与投资韩寒执
导的首部电影《后会无期》拍摄之后，此次与韩
寒二度合作，再投资参与了韩寒新片《乘风破
浪》的拍摄。《后会无期》2014年7月暑期档全
国公映后，不但吸引大批韩寒小说迷观影，而且
在普通观众中也掀起观影热潮，影片一度成为
2014年暑期档最大的话题，引发影迷将韩赛与
郭敬明两位名作家转型电影导演之作进行对
比，韩寒处女作电影不但赢得超高口碑，而且当
年票房达到6.2亿元，实现了口碑、票房双丰收。

记者了解到，韩寒第二部新片《乘风破浪》
由著名影星邓超、彭于晏、董子健、赵丽颖领衔
主演，高华阳、叫兽易小星、李淳等新星助阵，此
外还有台湾著名表演艺术家金士杰、歌星李荣
浩助演，可谓星光闪烁，阵容强大。该片内容围
绕赛车青年阿浪成长经历叙述，讲述赛车手阿
浪一直对父亲反感自己赛车耿耿于怀，在向父
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阿浪意外地卷入一场奇
妙的人生冒险。在这段人生历程中，阿浪结识
了一帮好兄弟，他们一同闯过了许多难关，阿浪
也对自己的身世有了全新了解。

盛夏过后
——访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八月》导演张大磊

■ 冯巍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走红，这是无法否认
的既成事实；《神奇动物在哪里》能走红吗？这
却是一个疑问。虽然两者都由同一个“母
亲”——J·K·罗琳“孕育”，但持存疑态度者，在

《神奇动物在哪里》开映后却吐槽更多。
有影迷表示，J·K·罗琳这部新片“没想到主

线故事格局比想象中还要糟十倍”；也有观众表
示，“叙事模式跟《哈利·波特》相似，剧本、人物、
剪辑和节奏都很有问题，看得完全提不起兴趣，
且有各种不适感”；还有冷静的影迷表示，“是哈
迷，但并不代表就要为了情怀打五星”……看
来，《神奇动物在哪里》要走红，可能难度不小。

笔者认为，《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走红，原
因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小说先红，带动了大
批书迷涌进影院，而《神奇动物在哪里》却没有
这“预热”的一步，想要走红，肯定有一定难度；
其二，魔法电影作为一个比较新的类型电影出
现，《哈利·波特》是吸引影迷的，但时过境迁，再
推新的魔法系列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而且
还想开启魔法新世界，难度应该更大了。

此外，就新片《神奇动物在哪里》本身来说，
J·K·罗琳走错了一步棋，她不应该亲任此片编
剧，因为电影编剧毕竟是另一个专业，并非小说
写得好的人都可以胜任。把电影编剧交给专业
编剧来做，这样或许更符合专业要求。如今，

《神奇动物在哪里》营造的新魔法世界大幕一拉
开，不是赢得影迷的欢呼而是吐槽，这应该与J·
K·罗琳的编剧功力不济有关。

还有，J·K·罗琳和主创团队或许把力量打
偏了，整个《神奇动物在哪里》片中，人物成了其
次，而动物成了“主角”，但它们又多半沦为了展
现现代电影特效的道具，让影迷看后难以留下
哪怕一个形象丰满的人物，这可说是主创偏向
展示魔法新世界而荒废人物塑造带来的恶果。

J·K·罗琳计划中的魔法新世界要拍5部新
片，照此看来，如果不调整创作重心，神奇动物将
不再“神奇”，J·K·罗琳心心念念的魔法新世界不
但难以走红，而且很有可能成为鸡肋。

魔法新世界能走红吗？

灯笼椒

最佳剧情片：《八月》
最佳导演：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

最佳男主角：范伟（《不成问题的问题》）
最佳女主角：周冬雨、马思纯（《七月与安生》）

最佳男配角：林柏宏（《六弄咖啡馆》）
最佳女配角：金燕玲（《一念无明》）
最佳新导演：黄进（《一念无明》）
最佳新演员：孔维一（《八月》）

最佳动画长片：（空缺）
最佳纪录片：《日曜日式散步者》

最佳剧情短片：《九月二十八日·晴》
最佳动画短片：《缺乏名字的场所》

最佳原著剧本：龙文康、伍奇伟、麦天枢（《树大招风》）

最佳改编剧本：梅峰、黄石（《不成问题的问题》）
最佳摄影：李屏宾（《长江图》）
最佳视觉效果：道格拉斯·汉斯·史密斯、山姆·柯尔谢、刘松（《寻龙诀》）
最佳美术设计：赵思豪（《一路顺风》）
最佳造型设计：张世杰（《唐人街探案》）
最佳动作设计：伍刚（《唐人街探案》）
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林强（《翡翠之城》）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光辉的舞台》
最佳剪辑：梁展纶（《树大招风》）
最佳音效：房涛、郝智禹（《长江图》）
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赵德胤
终身成就奖：张永祥

黑白影像、文学化叙事、小男孩主角、全“素人”表演、处女作揽6项提名并获最佳剧情
片和最佳新演员大奖……在第53届金马奖颁奖礼上，大陆影片《八月》一夜之间声名鹊起。来台北参加金

马奖的该片导演张大磊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他说，想以初心拍一部“简单的片子”，致敬父辈，也回望童年。

第 届金马奖台北揭晓
大陆影人包揽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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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磊获最佳剧情片奖

来台数日，张大磊多次公开表达
“感谢台湾导演前辈的启蒙”。他说，
在圣彼得堡学电影时第一次看到侯
孝贤执导的《风柜来的人》，才明白

“电影可以讲这些事，表达这些情
感”。慢慢地，了解越多，体会越深。

“比如侯导惯用长镜头、远景镜
头，其实有当时情景下的具体原因。

而这种自然的呈现方式，也成就了电
影独特的文学气质。”张大磊说。

入行后，贴近生活、尊重观众成
为这位年轻导演的创作原则，更是始
终念念不忘的初心。

“我有段时间在拍婚庆，为新人
写剧本，拍微电影。”张大磊说，《八月》
里的演员都是相识已久的朋友，不乏

“晓雷母亲”扮演者这样的婚庆客户，
“大家听说我这个写了很多年的本子
终于要拍了，出于感情都来帮忙”。

全“素人”演出阵容，成为《八月》
的一个亮点。“使用非职业演员，在台
湾新电影运动时期就有，并不新鲜。”
张大磊说，“实际上，非职业演员一旦
信任导演，表现会很惊人。”

“晓雷”扮演者、10岁的孔维一就
是极好的例证。这个脖子上挂着双
截棍、总是用安静又好奇的眼神打量
世界的小男孩，得到金马奖评审青
睐，从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荣获了
最佳新演员奖。一群“素人”演员在
一位“新人”导演调度下，拍出了“完
全没有表演痕迹”的《八月》。

入围的6个奖项提名里，最佳剧
情片可能是《八月》剧组最不抱希望
的一个。当评审团主席许鞍华念出
这个“压轴大奖”的名单，惊讶与喜悦
同时呈现在张大磊的脸上。领奖时，
他说：“能坚持一件事特别奢侈，必须

有人牺牲付出。”
这句话的背后，是《八月》拍摄过

程中费用捉襟见肘，演员和主创零酬
劳工作；是资金链几度断裂，最后由
退休多年的剪辑师父亲自掏腰包支
持他把电影拍完。

“毕竟影片的叙事性很弱，光看
剧本能了解到的内容就更少，投资人
想要挣钱，不看好这个剧本也属正
常。”张大磊说。

幸运的是，《八月》拍完后因为出
色的品质得到投资人关注，市场发行

工作也有了专业人员接手。11月20
日，《八月》在北京一家知名电影艺术
中心举办“金马入梦”试映，同时公布
成为爱奇艺影业出品的首部文艺片。

记者 赵博 付敏
（据新华社台北11月27日电）

充满诗意的年代素描

传承与初心

坚持“奢侈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