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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届奥斯卡颁奖礼将于2月26日在美国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爱情
文艺片《爱乐之城》继1月初在金球奖颁奖礼上7提7中笑傲群雄之后，又一
举拿下14项奥斯卡奖提名。此外，《降临》《藩篱》《血战钢锯岭》《赴汤蹈火》
《隐藏人物》《雄狮》《海边的曼彻斯特》《月光男孩》等多部影片，也都获得了奥
斯卡各大奖项提名。因此，谁将夺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演等
大奖，就成了影迷们近日关注的话题。日前颁发的第23届美国演员公会奖，
或许正好帮助你对本届奥斯卡大奖走势进行预判。 ——编者

大鹏第二部导演新片杀青
《缝纫机乐队》瞄准国庆档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卫小林）喜剧
演员大鹏继2015年执导首部电影《煎饼侠》后，
由其再度执导的第二部新片日前杀青。记者今
天从我省院线获悉，大鹏这部新片名叫《缝纫机
乐队》，已经定档9月30日在海南各大院线上
映，旨在抢滩今年国庆档。

据介绍，大鹏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煎饼侠》
于2015年7月上映，由于当时正逢暑期档，加
之《煎饼侠》聚集了一大批人气高的影视歌红
星，从内地的邓超、大鹏、柳岩、林更新，到香港
的曾志伟、陈小春、郑伊健，再到台湾的郭采洁，
以及内地歌坛红星陈羽凡、胡海泉，甚至好莱坞
打星尚格·云顿等，总共超过了30位明星，因此
当年票房大卖，总共收获了11.6亿元，让导演、
编剧兼主演大鹏在电影圈一炮而红。

记者了解到，大鹏导演的这部新片《缝纫机
乐队》仍由大鹏编剧并领衔主演。该片同样是
一部与青春有关的电影，全片以大鹏一直以来
对音乐的热爱为线索，将从大鹏13岁躲在厕所
偷偷练习吉他开始，到16岁组建及格乐队，再到
19岁时错失全国性乐队大赛，21岁又遇虚假唱
片公司，直到33岁落败《蒙面歌王》，希望借助
《缝纫机乐队》一片来完成自己的音乐梦想。

据悉，目前《缝纫机乐队》已经进入后期制
作阶段，将于今年9月30日正式上映，届时正
面与冯小刚执导的《芳华》、袁和平执导的《奇门
遁甲》等片在国庆档展开竞争。

《大闹天竺》别觉得冤
■ 冯巍

鸡年春节档上映的贺岁片，观众都用电影
票说了话。某部影片票房高，说明观众肯定喜
欢，口碑自然也相对较好。相比之下，《大闹天
竺》在票房排行榜上愈走愈低，并一探到底，这
种下行趋势说明，影片质量肯定存在问题，千万
别觉得冤。

其实，春节档票房上行的影片也多，比如成
龙的《功夫瑜珈》，就从首映日的季军，第二三天
变成亚军，第四天登上冠军宝座，且至今未被撼
动；韩寒的《乘风破浪》更令人惊喜，首映日票房
垫底，后来慢慢拉升，再经观众口碑宣传，终于
在上映到第9天时攀至亚军，不少影迷都说，这
部影片是春节档里最好的影片。

周星驰的《西游·伏妖篇》，虽然特技美轮美
奂，但票房没能续写星爷电影的辉煌，除前三天
霸占冠军交椅外，后5天都是亚军，第9天又降
到季军，降的主因是故事吃老本，而且在去年基
础上又重拍了一遍“三打白骨精”；而《大闹天
竺》，首映日是亚军，第二天就降为季军，第四天
再降到第四名，第9天更降到第五名，被动画片

《熊出没·奇幻空间》超越，基本不再可能反弹
了。原因何在？

其实，作为卖座片《泰囧》的编剧束焕编写
的剧本，它在故事性、笑点、人物设置等方面都
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作为导演兼主演的王宝强
的二度创作上。笔者看后也赞同影迷的观点，
就是这部影片有笑点，但因为王宝强、岳云鹏的
表演太过做作，全片太闹，不像喜剧，甚至连闹
剧也算不上顺畅和自然，给我更多的感觉是不
适。看了王宝强这部首当导演的影片，让人觉
得以后当导演还是要设门槛才行。

虽然王宝强为推销影片卖力地连跑了数十
城路演，但市场不相信眼泪和热情，《大闹天竺》
就别觉得冤了吧。

两幅曾失窃14年的
梵高名画意大利展出

据新华社罗马2月7日电 2002年在荷兰
被盗并于去年在意大利找回的两幅梵高油画，
本月7日至26日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
的卡波迪蒙特博物馆展出，以感谢该市警方去
年在寻获两幅画作过程中的鼎力协助。

2002年12月，窃贼利用梯子和绳索从楼
顶潜入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戒备森严的
梵高博物馆，盗窃了这两幅画作。

这两幅油画有着重要收藏价值，其中一幅
是梵高1882年创作的《斯海弗宁恩的海景》，是
梵高早期作品，描绘的是荷兰海牙附近的沙滩
景色。另一幅是梵高1884至1885年间的作品
《离开尼厄嫩教堂》。

本报讯 2月6日，香港娱乐圈传出
悲痛消息，曾在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
官》里饰演烈火奶奶的女演员鲁芬，因
皮肌炎导致肺部衰竭离世，享年63岁。

此前已传出鲁芬入院消息，当时
她还回应称“多谢，有心。身体健康。”
没想到新年伊始她就离开人世，不少
演艺人和影迷都感到难以接受，纷纷
在网络上留言：鲁芬，一路走好。

鲁芬在香港电影辉煌的年代演绎
过多个经典“恶女”角色，带给观众不
少欢笑。业内对鲁芬的评价也属“五
星好评”，称她不挑角色，十分敬业。
香港网络票选女神排名里，她常能挤
进前20名，获得“鲁芬BB”称号。

鲁芬身材高大，相貌极具特点，说
话粗声粗气，十分有识别度。20岁
时，因一次偶然机会入行，加盟亚视。
后来，因鲁芬与曾志伟太太是闺蜜，电

影《女子监狱》开拍前，在曾志伟介绍
下，鲁芬得以在片中饰演被郑裕玲打
得头破血流的“山东婆”一角，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此后，鲁芬在电影里
就与“恶女”形象分不开了。

“山东婆”一角让鲁芬找到了在娱
乐圈打拼的正确方式。那些“欠了”星
爷电影票的内地影迷们，对鲁芬并不
陌生。她与周星驰有过多次合作，在
《整蛊专家》里饰演被周星驰整蛊的大
白鲨，在《九品芝麻官》里饰演与苑琼
丹开骂的烈火奶奶。

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鲁芬曾说：
“我经常说，越奇怪的角色就越要找我
演。漂亮的角色都让其他人演了，那
丑的谁去演呢？”

鲁芬外表看起来是个粗犷的女汉
子，但观众缘不错，全因她性格讨喜。不
少曾经合作过的搭档和鲁芬的圈内好友

在接受采访时，都赞鲁芬性格好，这个热
心肠的大笑姑婆的离开令人不舍。

鲁芬曾连续4年打入香港网络女
神票选前20名，有媒体因此想采访
她，但侄子却认为这是网友的嘲笑，让
鲁芬不要出面。鲁芬笑称：“有时候牡
丹也需要绿叶来陪衬，陈法拉也只是
赢我一点点而已。有人记得我就很开
心了，我可以和网友玩在一起。”

也许你无法想象，鲁芬高大的身
躯里也藏了一颗少女心。终身未嫁的
她，曾因穿上婚纱而兴奋不已。

2015年，鲁芬获邀模仿《天若有
情》拍摄一套婚纱照，拍摄中，她穿上
了婚纱，她说：“看过《天若有情》好多
次，整天想着自己是在后面抱着华仔
（刘德华）的靓女，我这一辈子都没什
么机会，虽然现在（指拍摄当天）天寒
地冻，但是好过瘾。” （吉媛媛）

周星驰金牌绿叶鲁芬
享年63岁

鲁芬，原名张伟芬，1954年4月7
日生于香港，香港影视演员。1987年
出演首部电视剧《满清十三皇朝》；
1988年出演电影《女子监狱》；1994年
参演周星驰喜剧电影《九品芝麻官》，
凭借老鸨烈火奶奶一角在香港和内地

被观众熟识；1995年出演周润发主演
的电影《和平饭店》；1999年出演王晶
执导的时装剧《纵横四海》；2007年出
演民初恩仇剧《兰花劫》；2011年出演
TVB时装喜剧《谁家灶头无烟火》；2014
年出演TVB时装悬疑剧《忠奸人》。

在每年的好莱坞颁奖季中，林林
总总的各种奖项，总是被一股脑儿
地称为奥斯卡奖风向标。不过，风
向标也各有不同，跑偏的更是大有

“奖”在。比如金球奖的权威性、公
正性和影响力，近年来就因多种因
素受到业内质疑。而演员公会奖中
电影相关奖项的分量则相对较重，
尤其是其中4个最佳演员奖项的归
属，近年来与奥斯卡奖重合度极高，
堪称“准星”十足。

演员公会奖缘何靠谱？
因为两奖评委重合多

2015 年，奥斯卡奖和演员公会
奖在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男女配角
这 4 个奖项的最终选择上完全相
同。到了2016年，演员公会奖的最
佳男女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荒野猎人》）和布丽·拉森（《房
间》），以及最佳女配角得主艾丽西
亚·维坎德（《丹麦女孩》）也都获得了
奥斯卡奖的相应奖项。更值得一提
的是，去年获得演员公会奖电影类最
佳群戏奖的影片《聚焦》最终也获得
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不过，去年斩获
演员公会奖最佳男配角奖的英国黑
人演员伊德里斯·埃尔巴却无缘奥斯
卡奖，这一奖项最终由马克·里朗斯
（《间谍之桥》）获得。

演员公会奖这么靠谱，最主要的
原因，还是因为这一评奖活动与奥斯
卡奖的评委重合度比较高。

其他奖项怎么评出？
各有各的评奖规则

与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评出
的金球奖等其他美国电影评奖活动
不同，演员公会奖是唯一由演员投票
的评奖活动。而奥斯卡主办方——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下称“影
艺学院”），是由6000多名导演、演员
等电影界专业或资深人士组成的非
营利组织，其中多为白人男性。既然
都是“圈里人”，身兼两个评奖活动评
委的可能性自然更大，也更可能对某
部影片做出相同的选择。

演员公会每年随机挑选会员组
成两个提名委员会，一个针对电影类
奖项，一个针对电视类奖项，每个委
员会包括2500人。根据规定，每个成
员每8年内只能担任一次提名委员会
成员。不过，他们虽然对各奖项有提
名权，但并没有决定权。各奖项的最

终归属，需要所有成员投票决定。据
了解，本届演员公会奖共有超过12万
会员参与投票。

而影艺学院对奥斯卡奖重头奖
项的提名基本上分类进行。也就是
说，导演奖项基本由影艺学院内的各
位导演提名，而演员奖项则更多由演
员负责提名。不过，最佳影片奖项可
以由所有成员提名，算是一个例外。

表演类奖项前景如何？
演员公会奖或贡献大

值得注意的是，奥斯卡奖最具分
量的最佳影片奖，以及演员公会奖电
影类最具分量的最佳群戏奖并不能
简单对应。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需要
衡量制片、导演、编剧、演员等，而演
员公会奖则旨在表彰过去一年在影
视表演领域表现突出的演员，所以其
电影类最佳群戏奖，更主要考虑影片
中演员们的集体表演水平。

比如，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
大热门《爱乐之城》就没能进入演员
公会奖电影类最佳群戏奖提名。在
29日颁发的第23届演员公会奖上，
这一重头奖项颁给了《隐藏人物》。

演员公会奖共设13个奖项，其中
电影类只有5项。因此，电影类4个
最佳演员奖项的选择与奥斯卡相应
奖项的相关度最高。

今年，入围奥斯卡奖和演员公会
奖最佳男主角奖项提名的人选完全
一样，均为瑞安·戈
斯 林（《 爱 乐 之
城》）、卡西·阿弗莱
克（《海边的曼彻
斯特》）、安德鲁·
加菲尔德（《血战
钢锯岭》）、维戈·
莫滕森（《神奇队
长》）和丹泽尔·
华 盛 顿（《 藩
篱》）。最终，华
盛顿夺得演员公会
奖最佳男主角奖。

两个大奖在最佳女主
角奖的5个提名人选中有3
个重合，即艾玛·斯通（《爱乐之
城》）、纳塔莉·波特曼（《第一夫
人》）以及老戏骨梅里尔·斯特里
普（《跑调天后》）。另两个争夺奥
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提名人选是
法国女星伊莎贝尔·于佩尔
（《她》）和埃塞俄比亚演员露丝·
内加（《爱恋》）。演员公会奖最
佳女主角奖的另两个提名人选

是埃米·亚当斯（《降临》）和埃米莉·
布伦特（《火车上的女孩》）。演员公
会奖最终将这一奖项颁给了斯通。

在最佳男配角奖项方面，两个评
奖活动今年有4个提名相同，而最佳
女配角的5个提名人选则完全一致。
马赫沙拉·阿里（《月光男孩》）和维奥
拉·戴维斯（《藩篱》）捧得演员公会奖
最佳男女配角奖。

综合诸多因素，业内人士称，即
使奥斯卡奖和演员公会奖的4个最佳
演员奖项不完全相同，也至少会有两
三个一样。当然，这绝不是说演员公
会奖出炉后，你就可以吹牛说，自己
已经掌握了奥斯卡奖重头奖项的归
属。不过，如果你的影迷朋友问起，
你或许可以稍微多一点把握。

记者 郭爽（据新华社洛杉矶电）

第89届奥斯卡将于2月26日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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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在《缝纫机乐队》中

鲁芬在《九品芝麻官》里饰演烈火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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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人物》剧组已收获演员公会奖最佳群戏奖

《爱乐之城》女主演艾玛·斯通已获演员公会奖最佳女主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