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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电影确实不好拍，不管你是日系、美系

还是泰系，死忠粉丝们见得多了，必然会总结出

一些规律。

我们就以美式虐杀类恐怖片为例吧， 主戏

开始之前一定会来一段俊男靓女的床戏，之后，

大杀戮才会正式开始。第一个凶案发生之后，整

个团队一定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 鸡毛蒜皮的

原因，分裂为两部分，然后挨个被宰。死者的顺

序也很容易揣摩， 普遍会按照剧中人物的魅力

值，以倒计数顺序被砍。比如说，性格指数中风

骚值偏高或是亲和力差的人要小心了， 一般都

会不出意料地死在前头。还有一些小细节，例如

不管有多疲倦多崩溃，内裤、房产证都可以一甩

手扔了，但却千万不能放下手中的武器，因为这

也是重要的信号，“缴枪就杀” 是虐杀恐怖系的

铁律。

但《林中小屋》出现了，五个大学生在树林

深处的小木屋里，筹备一个放纵的周末。之后，

他们不出预料地陷入了危险之中。 就这样一个

异常平庸的故事， 却粉碎了恐怖片死忠们自以

为是的传统思路。 我可以用此刻能想像到的任

何溢美之词来评价《林中小屋》，但却无法形容

它给我带来的惊喜、创意和颠覆。

永远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试问，你

还能找到多少拥有如此可贵品质的恐怖片呢？

在滚石

30

年成都演唱会上， 最让我感慨万

千的就是

20

年身材都没有变化的杜德伟。 重新

看见他的样子， 重新听见他没有与时俱进的唱

腔，那个卡带年代的记忆全部回来了。

90

后的小

朋友们，杜德伟

10

多年前在歌坛的地位，就相当

于现在林俊杰、 方大同的地位， 虽然没成为天

王，但绝对也是独霸一方的狠角色。

1999

年推出

的《情人》专辑成为当年的销量冠军。

杜德伟是那个年代最先尝试

R&B

、

hip-

pop

的华语男歌手，《天真》《情人》《把你宠坏》

《无心伤害》《发现爱》《不走》《真的想你》等等

主打歌，早已成为经典。这里推荐一首不受重

视的主打歌《完美》。这首歌收录在专辑《不走

完美》中，《不走》红了，《完美》却销声匿迹，冤

枉啊。

这首歌由小虫包办词曲。《完美》 没有 《不

走》那么歇斯底里，没有《无心伤害》那么节奏布

鲁斯，但小虫用温存的情话般歌词，和流畅的编

曲把这首歌提升了太多档次。 其实杜德伟并不

适合唱

R&B

，他嗓音自由度不够，真假音转换

也不够，但在那个年代，节奏布鲁斯还不流行的

年代，他成功了。当陶喆等一堆从美国回来的歌

手开始做

R&B

的时候，杜德伟也就马上退出了

历史舞台。话说回来，陶喆早期也是帮杜德伟写

歌的人，后来取而代之。 （

po

妞）

■

陈浩民是毁在《活佛济公》上了。当年演

段誉，整天神仙姐姐神仙姐姐个没完的时候，算

得上清秀俊逸的小生。跑去演什么济公，一直在

那里挤眉弄眼也就算了，还要留刘海，帽子下面

一撮花样美男刘海，唉，真是太恼火了！

■

电视台又在播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

《神雕侠侣》，这两人真是登对。这一版的选角绝

了， 古天乐演的杨过就不说了， 他反正担得起

“一见杨过误终身”。据说，当年本来要让古天乐

去演电影《夜半歌声》中黄磊扮演的那个角色，

和哥哥演对手戏是多好的机会啊。 不过

TVB

不

答应，非让古天乐回去演《神雕侠侣》，结果还是

红翻天。该红的始终要红，挡都挡不住。拿女角

来说，姑姑就不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杨过都

老了，姑姑却还是姑姑。傅明宪李绮红演的郭芙

郭襄两姐妹娇美之外一个刁蛮任性一个伶俐可

爱、张可颐演的程英很娴静、苏玉华虽然算不上

大美女， 却也演出了绿萼的善良温柔。 最绝的

是， 连陈启泰饰演的揩油道士尹志平也让人又

爱又恨。

唉，真应该为金庸老先生颁一个电视剧终身

成就奖，光我看到的、正在播的金庸剧还有《鹿鼎

记》《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 如果没有金庸小

说，不知道得忍受多少挑战智商下限的烂剧。

■

各种药广告真是多， 各种医学专家轮流

上。专家们都顶着一大串头衔，慈眉善目很权威

的样子，忽悠能力堪比卖拐的赵本山，再加上患

者情真意切地讲述自己的心得， 真实得都不像

广告了。那天我妈又看到一个卖药的短片（天天

重复播放，想看不到都难），又被一个白发苍苍

的老医生征服了。妈，你要坚定，那些医生、专家

已经屡次被观众捉住是演员！

■

现在的电视剧真重口味，《媳妇是怎样炼

成的》《老爸的爱情》《带着婆婆出嫁》，光听名字

就知道这些电视剧是有多虐心了。 那天晚上看

到一个电视剧，直接就叫《咒怨新娘》。一个女的

穿着大红色的衣服坐在床上， 一旁的男人对她

说：我之前娶过两个老婆，都死了。大半夜的瘆

得慌，吓得我赶紧换台。

■

各种各样的唱歌真人秀节目太多了，看

得人有些审美疲劳，不仅仅对节目疲劳，评委说

来说去也是那些话———“用心在唱歌”“用灵魂

在唱歌”，就连听着各种各样的歌声也不会有惊

喜心动的感觉。有一次看到选手站在舞台上，紧

张得手足无措地等着评委打分， 感觉这些节目

有点儿残忍。 （桑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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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恐怖片的情书

———《林中小屋》

□

宋海洋（主持人，影评人）

海 洋

在T V B滥剧横行的今天， 突然看到

一部具有顶级水准的剧集， 有没有一种

想哭的感觉？

20多年来，“飞虎队”总是在T V B剧

中作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打着高级酱油，

终于有一部关于飞虎队的电视剧了，而

T V B却已是日薄西山。

《飞虎》也是马德钟、宣萱在T V B最

后一部作品，当T V B充斥着“花旦们”的

二流表演时， 宣萱的成熟表演相较那些

当家花旦们甩开了几条街。

张可颐、郭可盈、宣萱、陈慧珊、蔡少

芬……五大花旦各奔东西， 只有宣萱仍

未找到归宿，却在离开T V B之时，继《刑

警》之后，又奉献了一部佳作。

《飞虎》节奏紧凑，剧情一气呵成，

丝毫没有拖沓之感，与同期播出的《回

到三国》形成鲜明对照。

宣萱、 马德钟两大主角+王浩信、梁

烈唯、罗仲谦、黄智雯这四大配角，颇为阳

刚阵容也相当契合“飞虎”的主题，梁烈

唯与宣萱的“姐弟组合”相当出彩……

说了这么多，只可惜，这样一部五星

级的剧集也难以掩盖T V B这两年剧集的

粗制滥造， 当杏儿嘉欣们千年不变的演

出充斥荧幕时，制作精良的《飞虎》，只

能算作人才流失严重的T V B现状的一种

回光返照吧……

看《飞虎》， 也算是对T V B辉煌的

“花旦时期”作一种告别吧！

（黑猫阿姨）

请以上两篇评论的作者与本报联

系，以奉稿酬

内容就如剧名一样，《飞虎》 是讲

述香港最强大的特种部队 “飞虎队”

的。在电影里面，飞虎队的题材经常会

被采用，但对电视剧而言，则较少专门

用飞虎队来做主线的。 所以这部剧，对

飞虎队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

而该剧也是一部“阳刚味”十足的

警匪片，从男主角到女主角，再到各个扮

演飞虎队成员的男女演员们， 再到饰演

罪犯的演员，无一不是刚强无比，配合贯

穿全剧的精彩的动作场面， 绝对让你看

得血脉贲张。当然，该剧也不是一味只有

阳刚，还有一些美女来调剂一下，如苟芸

慧、贾晓晨这些漂亮又性感的女演员，相

当养眼。

而男主角马德钟本来就是警察出

身，曾经做过“G 4”保护证人组，所以演

警察对他来说是入型入格，驾轻就熟。这

个飞虎队的造型更是有型得很， 如同为

他度身订造一般。 相信这个角色会为他

争回不少分数，毕竟去年的“狼抱”事件

对他的形象损害很大。

呵呵，扯远了，回到本剧，女主角宣

萱这次的角色也很有型，干练的短发，英

气勃勃， 角色同时又兼具了柔软和智慧

的一面。宣萱是个可塑性很强的演员，不

论是刚强的角色，还是柔弱的角色，她都

能够胜任。 而她跟马德钟已经是老搭档

了，最近才刚刚回放了他们合作的《岁

月风云》。 期待着他们在新剧里继续擦

出火花，奉献好戏。

另一个不得不关注的是马国明，他

也是什么角色都能演的好演员， 这次饰

演一个大贼王， 也就是终极BO SS的角

色。马国明戏路广，演技好，今年已经有

一个十分讨人喜欢的“一件头”，如果这

次演奸角能够让人痛恨的话， 那么他就

又成功了。对于年底的视帝大战，我也很

看好他。

还有今年冒升得很快的梁烈唯、黄

智雯再次合作，还有“肌肉型男”罗仲

谦、“马德钟第二”的王浩信，这些新崛

起的T V B艺人，同样表现不俗。

总之这部剧有着各种吸引人的元

素，而且制作精良，大家一定不可以

错过。

（双龙）

《人类灭亡报告书》

韩国今年的《人类灭亡报告书》是一个不错

的科幻片。影片由三个小故事构成，每一个故事

由一位导演完成。第一部讲病毒入侵，第二部讲

机器人觉醒， 第三部讲外星人入侵。 都是老题

材，但拍出了新意。

影片并没有像《终结者》一样用屠杀来表现

人和机器人的对抗，相反用人类对智慧机器人的

崇拜来反映一个新的种族的崛起。片末机器人自

我销毁那一幕，简直就是一种反讽，人类文明高

度发展之下依然种种劣根性不改，而机器人却懂

得什么是永生，什么是舍得。最荒诞的故事是外

星人入侵， 片中外星人在无意识中毁灭了地球，

原因居然是地球人在晚上预定了一颗巨大台球。

虽然荒诞，但也不失为一种思维方式。

片中外星人撞击地球之后， 苦等躲在地下

的小女孩

10

年，只是想让她签收这个快递，走一

个程序， 之后便离开。 但地球环境的确是被毁

了，人却在地下活着。三个故事都留了个念想，

给人类，给大家。

车 上 听 的

《完美》（杜德伟）

飞

虎

一部男人女人都阳刚的警匪剧

现在的电视剧真是重口味

虽说现在TVB江河日下，但今年夏天，一部名为《飞虎》的TVB剧却让很多

人大为兴奋，以至于忍不住在微博上向同事朋友推荐，说是让人重新看到了

一些当年TVB剧辉煌时的风华。

讽刺的是，这部剧恰好是男女主角马德钟、宣萱在TVB的告别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