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张专辑可以说是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纪

录片《寻找小糖人》的电影原声，也可以说不是。

原因是《寻找小糖人》本身是关于一个音乐人的

纪录片， 而这部纪录片的配乐自然是来自于那

个音乐人的作品。

生于美国底特律， 音乐人墨西哥裔美国人

塞克斯托·罗德里格斯一辈子就出了两张专辑，

1970

年的《

Cold fact

》和

1971

年的《

Coming from

reality

》，这两张专辑堪称唱片毒药，在美国总共

没卖出几张，罗德里格斯只好放弃梦想“认命”

成了一名装修工人，一直到退休。谁知道，阴差

阳错， 一个美国人把罗德里格斯的专辑带到了

南非， 从此罗德里格斯在南非红得一发不可收

拾。而这一切，罗德里格斯全然不知……

《寻找小糖人》一开始，随着不断延伸的公

路， 配的就是 《

Cold fact

》 里的主打歌《

Sugar

man

》，很惊艳，清淡的民谣风里又带着一些不

羁，整部片子看下来，除了故事很传奇，里面的

配乐也是天衣无缝———同样唱的是民谣， 你可

以说在商业成就上罗德里格斯比不上鲍勃·迪

伦，在美国他的音乐生涯就是一个冷酷的事实，

而在南非，他却是众人的音乐偶像。

《

Cold fact

》和《

Coming from reality

》的风格很

一致，都是有故事的动听民谣，也都强调一种难得

的“真实”，建议看完《寻找小糖人》之后再聆听这两

张专辑，多愁善感的人，怕是要听哭吧。 （利比亚）

床 上 看 的

心念一转，

吃下就消失的“食物”

就能变成相伴的“宠物”

这明明是个万物共生的世界， 但人类却总

想以蛮横的力量操控一切，包括动物们的生命。

一开始， 总是吃不饱的咕噜家族见到什么动物

都想吃，在他们眼里没有“宠物”只有“食物”。

直到他们在冒险的路上遇到食人鸟兽与许多缤

纷奇特的生物，并受到盖的启发，才有所改变。

人与动物之所以会敌对， 皆出自欲望和恶

意。我想起日前台湾有则新闻，一个男子去朋友

家做客，朋友本来想宰一只鹅招待他，但男子在

后院看到待宰的鹅可怜兮兮的眼神后， 动了恻

隐之心，为避免鹅日后仍逃不过被宰杀的命运，

他请朋友让他把鹅带回家。后来，男子把鹅养在

前院，奇妙的是，这只鹅竟成为尽忠职守的“看

门鹅”，只要有陌生人靠近家门，便仰天长啸，

保护主人一家的安全。因为男子的一时善意，这

只鹅从原本吃下就消失的“食物”变成得以相

伴的“宠物”。

可见，只要心念一转，就能结下美好的善缘。

于是， 电影中看似凶猛实则温驯的小鳄犬

及鹦鹉虎，也慢慢成为咕噜家族的朋友。

《疯狂原始人》是咕噜家族从原始逐渐走

向文明的故事，喜欢电影中无所不在的幽默感，

让人在轻松之余也不忘思考，明明是喜剧，却仍

被戳中泪点， 能给曾遭遇天灾与磨难的朋友们

带来温情的治愈。

人生难免有挫折，失去，更是人生的必经之

路，但我们依然只能向前无法后退。我们无法选

择命运，唯一能选择的是跟着光明走，即便走到

悬崖边，坠落的恐惧也会因如影随形的亮光，变

为飞翔的翅膀。

（爱永）

@

桃桃林林小淘淘（

cinephilia

迷影网特约

影评人）：《疯狂原始人》是很不错的合家欢动画

片。故事很简单，工具、使用火等道理让孩子也

能很快理解，然后又植入亲情和勇气，结尾还略

感动。整个故事又有很多惊险与搞笑的场面。第

一段找早餐的段落设计得真棒， 既惊险搞笑又

介绍了主要人物，他们的性格、特点及生活环境

都跟着出来了。

@

影评老大爷暗夜骑士（知名影评人）

:

《疯

狂原始人》看完了。几乎找不出任何不赞美它的

理由了。这是一部

3D

效果绝佳的动画片，一部

温暖催泪的家庭片， 一部具有成长意义的公路

片，一部满是奇景怪兽的奇幻片，一部萌到欢天

喜地的疯狂喜剧，总之，它是一部美妙到无与伦

比的好电影。

@

他回精神病院了（导演高群书）

:

《疯狂原

始人》

360°

全方位无死角好看。推荐！

@

无敌米多：昨天晚上陪米多看了一场非

常好看的电影《疯狂原始人》，整个电影反映出

来的家的温暖一度让我泪流满面，这样一个充

满风趣幽默又情真意切的电影让所有观众时

而哭时而笑！ 在那样一个频临绝望的环境里，

一家人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在保守的生活中渴

望自由，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共

存！好看！

@

许多多不说话：《疯狂原始人》 超好看啊

啊啊，又欢乐又感人，把泪点很奇怪的人都看哭

了！！！强烈推荐当爹的都带小朋友去看！

父女大过天———

《7号房的礼物》

□

宋海洋（主持人，影评人）

这是电影海报史上数得着的糟糕

设计。

这部电影看上去的第一印象绝对是

一出低俗闹剧， 你会忍不住来回再翻翻

最近有什么其他的新电影，但可怜啊，只

有它，于是不得不切克闹一下。然后，你

会一边笑，一边不争气地开始哭，甚至会

喘不过气来，就像马上快窒息死掉一样。

如果仅仅以催泪作为评分标准的

话，那么《

7

号房的礼物》可以面不改色

地拿到满分。这是一位四十岁的韩国导

演在自己从业生涯的第十年交出的完

美作品。

如果纯粹以金钱来衡量， 那么他花

费了大概三千两百万元人民币的投资，

基本上算是羽量级的投入， 仅仅用了不

到六天的上映时间，就完全收回成本。到

目前为止，这部电影为投资人挣到了

700

亿韩元，也就是接近四亿元人民币。这是

超过十倍的投资回报率， 会令任何一个

投资人笑得死去活来。

是的， 就是一个坐牢的智障父亲和

一个乖女儿的故事， 剧情充满不合理的

硬伤，笑料百出，但大多数也是老段子。

可让你感动的时候， 你绝对很难蒙混过

关， 嗷的一声就眼泪飞溅； 该你笑的时

候，你来不及擦眼泪就立刻合不拢嘴。

我觉得让徐铮把这电影完全原样复

刻，拍成《泰囧之监狱风云》，票房可以上

十五亿，妥妥的。

有那么一部电影，它在上映之前并没有太多宣传，但在上映后，却被无数人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在圈子里刮起追看的旋风。

有那么一部电影，它虽然是一部动画片，但在以小资、文青为主体的豆瓣上，却被冠以9.1分的高分。

这部电影，就是被很多人誉为或许是今年最好看的———

《疯狂原始人》

很好看！强烈建议全家一起看！

改变，

不是为了毁灭，

而是为了更好的继续

“绝处逢生”是一句很常见的成语，但我们

却少有机会体会话中真意， 只有在不幸遇上天

灾人祸之际，才能深切体会：努力活下去，是一

件多么困难又多么珍贵的事。

电影中的咕噜家族就像所有平凡家庭，很少

移动也不想移动，每天就在洞穴附近活动。在他

们的世界里，“改变”等同于“危险”，必须严格

禁止与彻底远离。

但，也正因为如影随形的恐惧，改变了咕噜

家族坚决不离开洞穴的偏执。外面的世界确实很

危险，但也唯有走出去，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究

竟有多精彩？所以，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大女儿Eep

（伊）在遇见游牧部落族人G uy（盖）之后，终于

知道， 同样会发光的“火” 并不是天天所见的

“太阳”，而给人温暖光亮的火若使用不当，也会

变成像地震一样的灾难。 而一向保护我们的

“家”，若只是紧闭门窗，却不愿敞开大门，也可

能变成锁住我们的“枷”。这让我想到地震虽然

带来毁灭性的伤害，却也同时见证了人们强韧的

生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的良善之心。

所有因灾难逝去的生命，都是为了提醒活下

来的人，要更加彼此爱护，就像盖始终记得父母

告诉他的最后一句话：“别懦弱，活下去，跟着太

阳，你就能创造明天。”人，终将一死，差别只在于

时间早晚。好好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

还来不及创造更好的明天就已被迫离开的亲人，

为所爱的人看遍他想看的风景，完成他未能实现

的愿望。而这，其实就是“爱”的诠释和传承。

一家之主，

不是为了主宰子女的命运，

而是为了给予温暖的拥抱

电影中的一家之主G rug瓜哥像所有父亲一

样，为保护全家人的安全，不厌其烦地叮嘱子女

不可远离洞穴，深怕孩子一出他的视线就遭遇危

险。 偏偏他有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女儿伊，当

父亲的权威再也遮不住女儿渴望的眼睛，他成为

不知所措且充满挫败感的父亲。

电影中，他与伊喜欢的男孩盖有段对话：

“也许，我只是太忙于给她帮助。”

“没关系，父亲都会这么做。”

“父亲都会这么做”这句话，让我想起我的父

亲。研究生毕业后，有段时间找工作十分不顺利，

除了要承担与日俱增的心理压力外，最让我困扰

的是父亲不时在一旁喋喋不休的探问。最离谱的

是，后来父亲竟想让学文学的我进银行工作！父亲

不停念叨：“不试试看， 怎么知道银行不适合你？

现在工作难找，你还挑三捡四。”每每听到这些，

我就心烦到想离家出走。我当然知道父亲是为我

好，但就像电影中的瓜哥一样，他一心忙于帮助女

儿，却没有心思去想：女儿真正要的是什么？

电影最终，历经无数危难后，女儿扑向父亲怀

中，父女温情相拥。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父女之间

实在无需剑拔弩张，所有因“爱”而生的冲突，最

后一定也能以“爱”化解。我们要记住的是：减少

指责，多些拥抱。毕竟，实践“爱”的最好方式永远

是：温柔相待。

《海啸奇迹》

看今年奥斯卡提名名单时， 最佳女主角里面，

娜奥米·沃茨和另外几位女主角比起显得弱爆了。她

主演的《海啸奇迹》与《猎杀本拉登》《乌云背后的幸

福线》等相比，讲的是印度洋海啸的故事，显然不那

么引人注目，这让我反而开始去注意这部电影。

这是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灾难片。 每当一部

电影的片头出现“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我们就有

种肃然起敬的惯性。一个英国家庭（爸爸妈妈和

3

个

儿子）到泰国的某个海滩过圣诞节，正好遭遇了印度

洋海啸，一家人虽然走散了，却都奇迹般地生还了。

但在这条一家人团聚的路上，他们走得太辛酸，妈妈

一直和大儿子在一起， 爸爸把两个小儿子送到安全

的地方后，继续寻找妈妈和大儿子。一家人分为

3

批，

无数次地错过，最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娜奥米·沃茨在里面饰演受伤最重的妈妈。一

身的皮肉伤，电影的后半部分几乎都是在病床上

表演的，最后还差点死去，真是把她一辈子的演

技都耗光了。

然而， 这部电影真的能从头到尾抓住你。伊

万·麦克格雷格饰演的爸爸在给家人打电话，大

儿子和两个小儿子互相叫喊着对方的名字奔向

对方的一幕还真催泪，把我这种冷血动物都看哭

了。一家人团聚就能战胜任何困难，这对我们来

说真是正得不能再正的正能量了，而这种来源于

亲情的正能量也比《乌云背后的幸福线》那样的

正能量温暖、踏实得多。 （梅西西）

海 洋

微博

影评

1

我妈， 是全国青歌赛的忠实观众，她

从未因任何缘故错过这个每两年举办一

届的选拔赛。即使在“超男”“快女”等更时

髦的唱歌比赛引领“全民娱情”风向标时，

我妈也从未有过动摇。

以前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机， 迫于我

妈的搓衣板，我只能她看啥子我看啥子；

虽然现在有了两个， 但为了在 “文化素

质”阶段展示我的聪明才智，我还是乐意

陪着她看。

美声、民族唱法我不懂，但到了流行

唱法，我就忍不住要指手画脚。我实在是

太好奇了， 为什么参加青歌赛流行唱法

的选手一个比一个唱得老气？一首

5

分钟

的情歌，每一个音符都有一个处理，每一

个转折都有一个变调， 歌手情绪倒是饱

满，分分钟就把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我

听完一点感觉也没有，只觉得唱得怪。

没有了余秋雨的“综合素质”点评，

今年点评文化题的王立群， 点评和余秋

雨一个套路，依旧又啰嗦又迟缓，听得我

好着急！当然，最让人着急的还属那位瘦

削的女主持人，“没有关系”“不要放弃”

“继续努力”“我们也祝你……”， 几句乏

味的心灵鸡汤翻来覆去地说了那么多

遍，真是够了！

2

村上春树说得好， 世间令我徒叹无

奈的事情多如牛毛， 使尽吃奶的力气也

无法战胜的对手亦不计其数。

“让人无奈的事情”的首位，恐怕当

属天赋。尤其是从事艺术类的工作，多吃

苦多努力是没有大用的，唱歌、演戏，都

是老天赏饭的行当，凭的是天赋和本事。

李冰冰封面的那期《人物》杂志里，

详述了她非人的成名史， 这个没有多少

天赋的女演员落了一身无法愈合的病

痛，才换来今天这点成就，整篇报道看下

来， 让人不惊诧于她的毅力和辛苦都不

行。但你看周迅，看范冰冰，甚至秦海璐，

她们的成名史就轻松得多。 不是说她们

就没有付出，只是相比李冰冰来说，代价

还是轻微了些。

唱歌的也是，陈奕迅、张学友、王菲这

些人，成为歌神、歌后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3

看完《厨王争霸》，想着美国大厨烤的

那个橙香菠萝派，翻频道时又看到了我最

讨厌的《美女私房菜》，心里落差好大。

天然呆的沈星正在教授 “菜肉小馄

饨”，锅里的十几个馄饨已经煮好，沈大

美女正在做装盘准备。

“我们可以在碗里放一点点胡椒。”

沈星说得非常缓慢， 拿过装胡椒的瓶子

随手一抖， 没有遮拦的胡椒粉喷出一

坨———是真的很大一坨哟！ 沈星好像也

被自己倒出的海量胡椒粉雷了一下，然

后镇定地又倒了几滴香油……这碗馄饨

哪个吃得下？我佩服他！

4

CCTV-8

在播《唐顿庄园》，感觉好

奇怪。这部新剧在翻译、配音的加工下，

有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译制片的一贯风

骨，统统都好复古啊。好像和我追看的那

部英剧是两部片子一样。 （李小姐）

剧

青歌赛，

很多歌手都是感动了自己

却雷倒了观众

车 上 听 的

《Cold� fact》&《Coming� from�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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