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崔健]

青年报记者 张楠

本报讯 滕华涛擅长拍电视剧，他导

演的《 王贵与安娜》、《 双面胶》、《 蜗

居》、《 裸婚时代》、《 浮沉》都大获成功；

滕华涛也是拍电影的好手，他导演的《 失

恋33天》创造了票房口碑双丰收，监制的

《 爸爸去哪儿》也成为中国电影的神话。

这次，滕华涛担任手机电影节的评委会

主席，他告诉记者，当电视剧导演和电影

导演的节奏太不相同，在二者之间跳来

跳去，他觉得“ 有点混乱”。

转换“ 角色”，无疑是滕华涛目前遇

到的最大问题。“ 我以前做电视剧多一

点，最近做电影多一点。电视剧和电影的

导演节奏不太一样。”滕华涛说，“ 电视

剧对画面和审美上的质量要求没有电影

那么高，每天都要拍摄很多场次，到了现

场就要一场接一场地拍，排得很满。这对

于新导演来说是很好的练习，可以尝试

用不同的方法去拍。电影需要精雕细琢，

有时候一天就拍一两场戏，有时候几天

才能拍完一场戏。一会儿拍电影，一会儿

拍电视剧，我感觉有点混乱，不想总是在

两边跳来跳去了。”

同时，滕华涛也是表示，自己也有拍网

络剧的计划。“ 拍电影不只是钱能解决的问

题，确实还需要静观其变。我确实有合作拍

摄网络剧的计划，至于将来拍出来是只在

网络播放，还是网台互动，还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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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杨汶

本报讯 今天22点38分，央视

即兴喜剧节目《 喜乐街》继续爆

笑开演。上周神秘嘉宾成龙的到

来让贾玲和沙溢惊讶万分，甚至

当场下跪行礼。本周节目组又请

来了一位特殊客人———常驻演员

沙溢的老婆胡可来到《 喜乐街》。

已经身怀六甲的胡可惊喜亮相，

让“ 宿醉未醒”的沙溢措手不及，

忙着向老婆承认错误，而好友贾

玲、李菁则不停在两人之间搅局，

爆笑剧情即将上演。

沙溢宿醉唱《 High歌》
上周送走了成龙，今晚《 喜乐

街》 又将迎来全新的爆笑故事。

“ 型男大叔”沙溢参加前女友婚礼

后一夜宿醉，节目一开场时还处于

“ 断片”状态，大跳骑马舞，《 Hi gh

歌》唱不停，手舞足蹈让现场观众笑声不断。

然而沙溢的好心情却因好友李菁与贾

玲先后到来而落空。为了帮酩酊大醉的沙

溢圆谎，李菁和贾玲各自编造了理由想要

瞒天过海，骗过嫂子可可，谁知两人的谎话

漏洞百出，沙溢气得一度要自寻短见，痛心

哀叹：“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损友了，就是玩

命把你往损里整啊！你们居然能编出李菁

骑 自 行 车 上 高 速 还 走 到 石 家 庄 ， 谁 信

啊？！”三人的精彩爆笑表演，引得台下观

众捧腹不止。

胡可大肚突袭现场
本期节目最大的亮点是沙溢现实生活

中的妻子胡可突然现身。当沙溢、李菁、贾

玲绞尽脑汁终于将谎话编圆正在兴奋之

际，推门而入的胡可却让三人立即傻了眼，

沙溢百口莫辩直接晕倒在地。

胡可的出现让本就笑料不断的舞台更

加戏剧化，沙溢为了安抚老婆跪起了搓衣

板，呆萌可怜的“ 妻管严”形象惹得胡可忍

不住频频笑场。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因得知

沙溢与胡可结婚时曾身穿婚纱向胡可求

婚，节目组也特别设计了婚纱的环节，现场

重现当年浪漫的婚礼场景。

另据媒体报道，近日已有消息爆出沙

溢与胡可继3岁的儿子安吉后，将再添小宝

宝。据悉，目前胡可已经怀孕6个月有余，录

制《 喜乐街》时，为了遮挡隆起的腹部，胡

可特意衣着宽松，并用丝巾修饰身形，沙溢

在表演过程中也对胡可呵护有加，不愿让

她久站。胡可虽行动不便，却仍从澳大利亚

千里迢迢赶回北京，为老公沙溢站台打气，

足见伉俪情深。

沙溢《 喜乐街》玩宿醉
胡可身怀六甲现场突袭

青年报记者 张楠

本报讯 昨晚，“ 中国摇滚乐之父”崔

健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 蓝色骨头》，在

上海影城举行首映。首映前却发生了一个

小插曲，让观众推迟了几分钟才得以进

场。在观众见面会上，崔健十分诚恳地向

观众解释道：“ 感谢朋友们过来捧场，我们

的影片刚才发生了严重的技术问题，有一

个密钥没有打开，这次放映差点就流产

了，我们只好播放工作版本，希望大家能

够谅解。”

听到崔健言辞恳切的说明，上座率九

成的影厅里响起了掌声，崔健又说道：“ 因

为今天大家看到的是工作版本，我们还有

一次剪辑的机会，这正好给了大家一个正

式上映后看第二遍的机会，到时候大家可

以享受更好的画面质量和声音质量。”

《 蓝色骨头》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

新人奖的入围作品，影片用穿插叙事的方

式讲述了两代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追

逐音乐梦想和爱情的故事，片中有不少对

人性的反思和对梦想的阐释。影片最大的

特点是独特的叙事手法，金牌摄影指导杜

可风的加盟使该片在画面上也十分讲究。

之前，崔健参演过《 北京杂种》、《 鬼

子来了》、《 我的父亲母亲》、《 太阳照常

升起》、《 成都我爱你》等电影，他联合导

演的作品《 成都我爱你》是第66届威尼斯

电影节的闭幕影片。第一次独立执导影

片，崔健和观众分享了他的心得体会：“ 导

了就导了！电影和音乐之间的隔阂一点都

不大，从音乐到电影，瞬间就穿越了。我平

时做一首歌词，其实就相当于做一部小电

影，节奏、故事、人物都要考虑到，所以做

电影其实是手到擒来、水到渠成的。”

演员赵友亮说崔健“ 和正规导演不一

样”，引发了一阵哄笑，赵友亮说：“ 崔健

是我非常喜欢的个性歌手，他有追求、有

理想，和他合作很有新鲜感，我也学到了

许多摇滚乐知识。”年轻演员尹昉说：“ 这

部片子我已经看过四遍，每一次都有不同

的感动。”

《 青年报》：第一次尝试独自导演电
影，您遇到了什么困难？

崔健：有人认为电影和音乐之间有隔

阂，我觉得这是一种误区。喜欢音乐的电影

人有很多，我觉得，做电影的来做音乐，跨度

比较大，做音乐的做电影，跨度没那么大。

《 青年报》：您已经52岁了，这次角逐
亚洲新人奖，有什么感受？

崔健：我觉得80岁也可以是新人，可能

那时候我还没选好专业。“ 新”是最大的鼓

励，做以前没做过的事情。通过拍电影，了

解我们音乐人的想法，挺好的。

《 青年报》：对于获奖有没有信心？
崔健：来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一种缘

分，我已经被邀请了，如果我不来，肯定拿不

到奖。商业和艺术对电影缺一不可，商业能

对理想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能捕捉到电影

节对艺术的尊重。我首先做好不得奖的准

备，得奖由很多元素决定，能够参加评奖就

是荣誉，我更希望票房能好，这个是最大的

奖项。《 蓝色骨头》初步定在9月份上映。

《 青年报》：未来您还会再导演电影吗？
崔健：我不可能做职业导演，但如果我

的脑子里有故事，我会特别有兴趣把它搬

出来。我肯定会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

崔健电影处女作《 蓝色骨头》昨上映

从音乐到电影，未有丝毫隔阂
“ 80岁也可以是新人”

滕华涛：转换不同角色会混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实习生 邱悦橙 摄

沙溢剧中向胡可求婚。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当智能手机越来越成为重要

的娱乐平台之后，极具前瞻意识的上海国

际电影节组委会，也敏锐地将手机电影拉

入了自己的视线。昨晚，第1 7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手机电影节颁奖典礼在沪举行，包

括最佳短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八大奖项各

有归属。会上记者还获悉，手机电影节明

年还将升级成为“ 互联网电影节”。

经过三位评委的专业评审，最佳短

片颁给了来自英国的《 遗忘时光》，该片

的演员克里斯·兰厄姆则因为在影片中

的精彩演出获得最佳短片演员奖。最佳

短片导演颁给以色列短片《 最后的你》

的导演丹·萨查尔，最佳短片编剧来自瑞

士短片《 藏身之处》的玛利亚·布兰德，

比利时短片《 沉默的天使》获得最佳故

事短片，巴西短片《 剧场之歌》获得最佳

纪录短片，《 入学考试》获得最佳动画短

片，法国短片《 砰砰！》获得评委会特别

奖。年度最佳网络微电影则颁给了由土

豆网选送的短片《 猪肉与月亮》。

记者也了解到，手机电影兴起于

201 1 年，在经历201 2年的探索后，201 3年

迎来爆发式增长。据相关机构预测，201 3

年手机电影市场已超200亿元，呈现理性、

高质、迅猛爆发的持续蓬勃发展态势。

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敏锐地关注

到这一趋势，除了短片评奖外，今年手机

电影节突破性地聚焦多屏融合，通过“ 融

合·创新·发展———互联网电影高端论

坛”、“ 新媒体数字内容产业体验展示空

间”、“ 专业电影技术展览活动”等，在为

年轻导演搭建国际舞台之外，进一步培

育新媒体数字内容上下游产业链。此外，

为了打破多屏界限，手机电影节还将从

明年起升级成为“ 互联网电影节”。

手机电影产业将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