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昨日的见面会上，《 神探亨特张》主创齐齐亮出别具一格的口号牌。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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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节日志·

这边厢，不少电影人面对好
莱坞大谈华语片的危机与救赎，
但那边厢，奔波在一个又一个新
片发布会间，看明星华服依旧，出
品方更是信誓旦旦，总有种错觉，
市场繁荣，前途似锦。

《 画皮2》喊出2亿美元的票
房期待，《 危险关系》更牛，直接
将单位换成欧元，跑到电影节交

易市场晃一圈，N多恐怖片，一溜
小清新，大家都在博一个奇迹，画
一个触不可及的饼。

其实，市场上不乏跟风的、忽
悠的、埋头讲故事给自己听的，总
觉得观众应该为他们买单。而有
时候，用冯小刚的大白话来讲：

“ 你没有观众，就是因为你的电影
不好看。” 记者 杨欣薇

“ 搏击”交易市场
!"#!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在上海
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上，高群书和他
的《 神探亨特张》主创，以“ 黑衣
人”造型加上背后贴标签的方式，成
为红毯上独特的风景。昨日，高群书
与影片主演张立宪，参演影片的各
路网络名人王小山、作业本、周云
蓬、宁财神、顾小白登露面，并在发
布会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在入围今年金爵奖的作品中，
《 神探亨特张》是最独特的。电影以

北京海淀区双榆树派出所的便衣民
警张惠领为原型，通过他每天抓小
偷、揭穿街头骗子等情节，展现了一
幅众生浮世绘。

高群书说：“ 如果中国电影有
100种，我拍的就是第101种。”为了
体验生活，他天天跟着张惠领，但一
直没有抓到贼，之后就让助理跟着，
向他通风报信。七夕那天，助理给高

群书打电话，说有个目标差不多了，
高群书立马开车来到现场。

那是一对骗子夫妇，专找卖花
的换假币。高群书当天和民警一起
在车里一直跟了两个骗子整整一下
午，骗子一共骗了三个人，“ 其中一
个勤工俭学出来卖花的大学生，一
朵花都没卖出去，结果钱都给骗走
了，真是又可气又可怜，而那对骗子
可恨也可怜，因为两人家里还有两
个孩子，最后没办法只能抓一个放
一个。”

为了还原生活，高群书找来一
群非职业演员。男主角张立宪人称

“ 老六”，是《 读库》杂志的主编，其
他演员身份还包括出版人、民谣歌
手、微博红人、编剧、主持人、设计
师、唱片公司宣传、公务员。“ 中国演
员学会表演的同时牺牲了个性。但
其实每个人都是好演员，都应该有

自己独特的个性。找他们就是因为
他们有个性，放在镜头下就是表演，
拿掉镜头就是生活。”

当然，这批文化名人对世态炎
凉的感知能力，也令电影有了其他
作品没有的深度。高群书说：“ 为什
么美国演员演得好？都是博士！”对
于这群文化名人的表演水准，高群
书直言：“ 有智商的表演。”

话虽如此，高群书也悄悄透露，
其实他一开始也对这群人的表演持
怀疑态度，“ 我们这次采用的是全数
字拍摄，其中有一个考虑，就是怕他
们老NG，费胶片！”

高群书的影片《 千钧一发》曾
帮助哈尔滨片警马国伟拿下金爵影
帝。此次再战金爵，穿着酒店拖鞋就
台上台下做采访跑宣传的高群书大
大咧咧地摆摆手：“ 估计得不了奖，
评委好像都不喜欢我。”

《 神探亨特张》还原生活原貌
高群书：曾专门跟踪骗子

《 痞子英雄》今日公映 赵又廷：与黄渤聊通宵
本报讯 记者 杨汶 动作喜剧

大片《 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今日
将正式在全国公映，昨日该片在上
海举行首映发布会，导演蔡岳勋携
黄渤、赵又廷、关颖、戴立忍等一众
主演出席。

之前由周渝民和赵又廷出演的
电视剧版《 痞子英雄》获得超高人
气，但此次却换成了赵又廷和黄渤

搭档。对此，昨日蔡岳勋表示，主要
是因为周渝民没有档期，而且电影
版的《 痞子英雄》和电视剧版有很
大不同。

蔡岳勋透露，电影里讲述的是
在电视剧里三年前的故事，所以需
要一个适合新角色的演员，“ 找了很
久，才找到黄渤。”

“ 我觉得黄渤就是我心中的完

美男人。”赵又廷向记者透露，“ 在
剧组时候，晚上如果没有拍戏，常常
跟黄渤谈天到天亮。”这让在场的观
众们都不禁替黄渤担心来自于赵又
廷女友高圆圆的醋意。不过，黄渤自
己对于赵又廷的“ 表白”倒是很坦
然地表示“ 愿意与高圆圆‘ 分享’赵
又廷。”而赵又廷马上回应表示“ 我
愿意”，引得现场一阵大笑。

《 四大名捕》颠覆角色 女版“ 无情”刘亦菲获肯定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由光线

影业和银润影业共同出品，陈嘉上
执导，邓超、刘亦菲、黄秋生等主演
的《 四大名捕》 即将于7月12日公
映。

在被无数影视剧改编过的同题

材中，陈嘉上版的电影《 四大名捕》
最大的突破就是将原著中的“ 无
情”变成了女人。昨天，原作者现身
发布会，媒体和大众最为关心的当
然是温瑞安本人是否满意。当老爷
子被主持人要求评价一下这个女版

“ 无情”时，温瑞安提出要“ 4秒钟的
时间，仔细端详一下刘小姐”。

只见他转身对着刘亦菲，念着
“ 1、2、3、4”，随即说道，“ 点到为止

的艳，不可方物的美。如果非要选一
个女人来演无情，非亦菲不可。”

》星光点击

找出路：中美合拍“ 起蓬头”
好莱坞的大举来袭让华语影人

感到巨大压力，如何改变如今“ 被动
挨打”的局面，甚至反客为主，是当
下华语影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业内分析，“ 中美合拍” 正越来
越成为华语影人改变劣势，走向世界
的一条新路。

●斯坦·李打造《 超能侠》
昨日，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发起的

国影基金在上海宣布，将以超过20亿
元人民币的巨资投资十部中美合拍
片，其中包括《 龙卷传奇》、《 藏地密
码》、《 成吉思汗》、《 重庆大轰炸》
等商业大片，其中携手好莱坞“ 超级
英雄之父”斯坦·李推出的全新全球
英雄———《 超能侠》（ 暂名） 更是意
图打造一个媲美绿巨人、蜘蛛侠的中
国英雄。

国影基金总裁王国伟先生介绍
说,《 超能侠》（ 暂名）除了将由斯
坦·李倾力打造成首位原创中国超级
英雄，还将由好莱坞王牌编剧之一
丹·吉尔罗来执笔创作剧本，丹·吉尔
罗的作品有《 铁甲钢拳》、《 谍影重
重》等。

《 龙卷传奇》则根据迪士尼同名
漫画系列改编，取材中国元素，由两
届奥斯卡金像奖得主查理吉布森执
导。改编自中国畅销魔幻小说的《 藏
地密码》则将共拍摄六部，每部投资
8000万至1亿美元，希望打造中国的

《 指环王》。

●上影力推《 魔咒钢琴》
在上影集团昨日公布的2012原

创电影项目中，曾推出《 沉默的羔
羊》、《 黑天鹅》 等经典巨作的好莱
坞金牌制片人迈克·麦德沃宣布将与
上影集团合作，投拍影片《 魔咒钢
琴》。

该片改编自贝拉的同名小说，融
合中美两国众多优秀编剧共同参与。
以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上海生活为历
史大背景，以爱情、自由为主线，饱含
跨民族、跨文化的人文关怀。

而同样具有海外背景，讲述中国
故事的电影《 海上交响》，由著名音
乐家余隆倾情参与，目前也正在积极
筹备中。此外，通过与《 阿凡达》特效
公司technicolor特艺合作，美影厂动
画片《 3D孙悟空2》 和经典动画片

《 黑猫警长2》等，也将以崭新面貌与
观众见面。

●《 环形使者》今日启程
由布鲁斯·威利斯、约瑟夫·高

登、许晴主演的好莱坞科幻动作电影
《 环形使者》今日将在上海举行全球

宣传启动发布会。
该片作为一部有中国制片方参

与投资制作的好莱坞大片，将上海作
为故事的重要发生地点，也是影片的
重要拍摄地。中国制片方DMG负责
了影片在上海的取景、拍摄、美术设
计和制作工作。DMG之后还将与好
莱坞合作拍摄《 钢铁侠3》。

DMG的CEO、《 钢铁侠3》 制片
人丹·密茨表示，其实美国没有“ 合
拍片”的概念，仍然是从电影本身开
始，如果双方电影人之间的想法可以
勾连在一起，就可以合作。

华语片救赎：东方“ 超能侠”呼之欲出
“ 中美电影新政”推出后，好莱坞影片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影院空间和资

源，对华语片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昨日，何平、贾樟柯、王小帅、张元、乌尔
善、陆川、娄烨、管虎等华语电影中流砥柱共聚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三场产业论
坛“ 华语片救赎之道”。对于华语电影暂时的低谷，他们并不认为是“ 实力不
足”，一肚子苦水的陆川还一度落泪。 本报记者 杨欣薇

有苦水：期待公平“ 起跑线”
虽然当天论坛的主题是“ 华语

电影救赎之道”，但导演们却纷纷对
审查制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
下与好莱坞是“ 不公平竞争”，自己

“ 戴着镣铐跳舞”。
当主持人贾樟柯问陆川：“《 王

的盛宴》为什么没有如期上映？”陆川
突然激动含泪，“ 我一直很纠结⋯⋯特
别对不起覃宏，覃宏两次为电影掏了
大把钱支持我，我希望这次平安过关。
我跟乌尔善的想法一样，觉得应该让好
莱坞电影进到中国来，让中国更加市
场化，符合市场的规律，能够把电影
交给电影本身。”

但另一方面，陆川也抛出个人疑
问，“ 能否给中国电影和好莱坞大片
一个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为什么我们
可以消费历史，却不能正视历史？我
们去对抗好莱坞实际上是在不同层
级上对抗，不能指望沙龙电影去对抗
好莱坞的航空母舰。”

此外，娄烨低调表示：“ 导演工
作更多的是拍电影，如果说有太多压
力在导演工作里面或者发生在导演
工作中间，会影响影片的工作。”张
元则直言：“ 中国现在检查的问题不
解决，又不进行分级，在某种程度上
是非常伤害观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