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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文娱

赵丽颖主演的《花千骨》正在湖南卫
视热播，这部周播剧目前位列省级卫视电
视剧收视率第一，网络播放量突破 20 亿
次；本周五晚，赵丽颖和郑恺主演的电视
剧《加油吧实习生》又将在江苏卫视独播，
而赵丽颖同时也加盟了综艺节目《偶像来
了》，将搭档林青霞、朱茵等女神。

从《金婚》《新还珠格格》到《陆贞传
奇》《花千骨》；从龙套妹到如今的收视女
王，“奔三”的赵丽颖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
天。昨日，在《加油吧实习生》发布会的空
隙，赵丽颖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的采访，
出道已近十年，这两年终于迎来事业的上
升期，赵丽颖感叹：“好好演戏，给我机会
我就一定要抓住，用自己的信念坚持下去
就好了。”

曾是小职员、路人甲

《加油吧实习生》改编自蓝小汐的人气
小说《实习生》，讲述了初入职场的宋暖、张
盛、周格格等几名大学毕业生，在经历数次
职场考验后获得自我成长和甜蜜爱情的故
事。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宋暖，大学毕业后
进入JM公司实习，认识了郑恺饰演的张
盛。张盛处处打压宋暖，但是宋暖以自己的
坚强和韧性，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众所周知，并非科班出生的赵丽颖曾
经也是公司的小职员，典型的路人甲，宋
暖这个角色也让赵丽颖感叹，这就是自己
当年的影子。赵丽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她在进入演艺圈之前，在一家管道防腐的
公司做实习销售，每天的工作就像戏中一

样，帮同事发快递、订餐、订包间、倒开水
等，“销售部门要喝酒，就和戏里一样，那
时候也不太懂，不知道该喝多少，结果倒
多少我就喝多少，喝出了急性肠胃炎。”

曾经的路人甲如今已是国内炙手可
热的小花旦，在“承包了”电视剧屏幕后，
赵丽颖又加盟了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偶
像来了》，搭档则是女神林青霞、朱茵等。

多看多学，抓住每一个机会

从出道时被黑到如今逐渐走上事业高
峰，赵丽颖坦言，自己一路走来其实并不算
坎坷，“感谢制作方、导演信任我，作为演
员，最重要的就是有戏拍，有戏拍我就很高
兴了。”《花千骨》的高收视也让赵丽颖感

动，“我们演员辛苦拍的戏有那么多观众喜
欢，我们的付出也值了，特别欣慰。”

对于自己的成功，赵丽颖认为，自己
就像《加油吧实习生》中的宋暖，没什么背
景，只是想有一个机会，缺一个机会证明
自己，“那个时候连招呼都不敢跟导演打，
但我一路走来，看得多了，抓住每一个机
会去学习，学会观察。”赵丽颖还告诫现在
毕业的大学生，不要因为压力就去抱怨，
要多做事少说话，不要太在意结果，学会
在积累中成长最重要。

回过头再看看当年被黑的过往，赵丽
颖并不在意，“做好自己的事儿，我一直坚定
这种信念。不管有再多压力、泼脏水的事，我
会用自己的信念坚持下去，那些听听就好
了。”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7月9日，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4》
在国内公映，首日票房破亿。7月10日，
何炅执导的《栀子花开》接踵而来，票房
也过亿；同日公映的《大圣归来》则由于
排片不足10%，票房只有近2000万。7月
11日和12日，由于是周六和周日，上述
3部影片集体发威，各有斩获。

截至 12 日晚，《小时代 4》4 天的总
票房高达 3.6 亿，《栀子花开》3 天 2.6

亿，《大圣归来》也突破了亿元大关。
《大圣归来》是一部国产动画，上映之
前就已经通过点映在国内获得了千万
票房，口碑强劲；可由于《小时代 4》和

《栀子花开》在上映之初过于强势，7月
10 日上映第一天，《大圣归来》只获得
了不足 10%的排片。但是，《大圣归来》
保持了上座率第一，这在国产动画片
的历史上极少发生。7 月 11 日，其排片

逆势上涨了大约 2 个百分点，单日票
房接近 3000 万，与第一天相比涨幅超
过 70%；7 月 12 日，其排片再度涨了大
约 1 个百分点，票房超过 4000 万，涨幅
超过 40%。面对两个超强对手，用仅仅
10%左右的排片，连续 3 天实现票房逆
跌，《大圣归来》3 天过亿，成为继《熊
出没 1》和《熊出没 2》后第三部首周末
过亿的国产动画。

第二届汉语人文学术
写作终身成就奖启动

2013年，首届汉语人文学术
写作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于成都
举行。该奖由四川大学哲学研究
所发起，历时六年的网络投票、五
个月的正式评议，正式公布了该
奖获得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
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
长李学勤。

今年7月5日，四川大学哲学
研究所所务委员会发出了关于

“第二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
成就奖及杰出著作奖评选程序和
办法”的公告。

第二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
身成就奖及杰出著作奖设立终身
成就奖奖额1名，奖金100万元人
民币，附设杰出著作奖奖额5名，
每名奖金 10 万元人民币，（和第
一届相同）。提名期限为2015年7
月9日至2017年7月8日。

此外，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
身成就奖提名推荐书须由5名以
上具有本专业教授职称的专家实
名联署，提名推荐书的学术评价
文字不少于2000个汉字。汉语人
文学术写作杰出著作奖的提名推
荐书须由5名以上具有本专业讲
师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专家实名联
署，提名推荐书的学术评价文字
不少于1000个汉字。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第二届
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及
杰出著作奖专业推选委员会由聘
任的国内外专家组成。各专业推
选委员会评议期为90天。各专业
推选委员会（每个专业推选委员
会由5-7位专家组成）委员，每人
持有本专业终身成就奖及杰出著
作奖各两票推选票权，每票（推选
票或弃选票）均须提交1000字以
上评议意见书。在各专业推选委
员会得票数过半，并位列第一、第
二名者，为第二届汉语人文学术
写作终身成就奖及杰出著作奖候
选人（著作）。

据四川大学教授、首届的评
议委员蒋荣昌介绍，第二届奖项
的最后评选结果要等到 2018 年
才正式公布。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大圣归来》上映三天破亿，这是一
个奇迹。从票房角度说，它是国产动画电
影新的产业标杆，《魁拔》没做到的，《秦
时明月》没做到的，《大圣归来》做到了。

还记得一周前当我走出巨幕厅时，
脚步和心情都有点发飘。我为什么激动：
自家孩子体弱多病，从小就受隔壁身强
体壮的欧美日韩孩子欺凌，直到有一天，
你的孩子突然骨骼伸展，变得身形挺拔
英气逼人，你不会感慨落泪的吗？

这么直白的比喻有点窘迫，但可
能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尤其在脂粉气
愈发呛鼻的大银幕上，我们终于寻回
一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国产英雄。我
不敢附和那句“标志着国产动漫走出
低幼时代”，但《大圣归来》起码努力摆
脱了国产动漫的文化不自信，风格也
没再东施效颦一味仿效日韩，是一部
张扬着民族英雄情结和西方酒神精神
的动作热血动漫。《魁拔》一开始也想
走热血的路子，但不久就开始来回摇
摆，想吸引青年粉丝又不想放弃儿童
观众，最后的结果就是两边都不买账。

其实中国动画并非天生体弱。有
那么一个年代，全世界动画人都向中
国取经。我上大学那会偶尔会去动画
学院蹭课，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次老院
长问谁看过《大闹天宫》，所有学生都
举手，他又问谁看过十遍以上，大家基
本都放下了。他说以后没看过三十遍
以上，就别称自己看过《大闹天宫》。

今天距《大闹天宫》已半个世纪，
中国动画早丢失了自己的风格，沦为
大众习惯性笑柄。不过《西游记》还是
中国最古老最强大的奇幻故事，没有
之一。它的想象力被后人榨取了千年，
至今仍然取不尽用不竭。因此当一部
技术水准向国际看齐、目标观众兼顾
老少男女、以解构的传统故事和3D视
觉效果呈现的当代国产商业动画大片
出现时，“大圣”脱胎换骨，“归来”也被
寄予了国产动漫忍辱负重、东山再起
的意义。

这几天，中国电影院里是《小时代
4》和《栀子花开》当道。比起它们，我真
诚地向你推荐这部《大圣归来》。

从花千骨到实习生，赵丽颖“承包”荧屏

贾玲恶搞花木兰视频下线
专家称“令人作呕”

连日来，贾玲恶搞花木兰的
视频在网友中激起了不少争议，
记者发现，原本时长为12分钟左
右的贾玲版《木兰从军》视频已从
部分视频网站下线。记者随即联
系“欢乐喜剧人”出品方相关负责
人，但对方电话始终未能接通。

前日新华社播发新媒体专电
聚焦此事。新华社报道中称，近
期，喜剧演员贾玲在东方卫视“欢
乐喜剧人”节目《木兰从军》小品
中，身穿古装，嘴啃烧鸡走上舞
台，将中国古代巾帼英雄花木兰，
恶搞成贪吃、不孝、胸无大志、贪
生怕死的傻大妞形象。虽然节目
已播出十余天，但提起此事，河南
省商丘市文史专家郭义方还是显
得非常愤怒。他说：“这出闹剧，令
人作呕，又为之愤慨。其技艺低
劣，内容庸俗，不仅歪曲了花木兰
的形象，也玷污了民族文化，十分
可恶。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事，不
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海
外也流传甚广。从花木兰身上所
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
不畏强权、大忠大孝、大仁大义、
大智大勇等多种优秀品质为世人
所赞颂、敬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的华夏儿女。‘欢乐喜剧人’栏目
如此恶搞，是误导青少年陷入迷
途，更是愧对后世子孙。”

报道中还说，中国木兰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宋成树认为，花木
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
节目中将她恶搞成贪婪自私的傻
大姐形象，严重违背了大力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精
神。这部闹剧，提供的全部是负能
量，是误导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据《大河报》

排片劣势压不住孙大圣
国产超级英雄有人缘

《《大圣归来大圣归来》》创国产动画纪录创国产动画纪录，，凭凭1010%%排片实现票房逆跌排片实现票房逆跌

《《人 民 日人 民 日
报报》》官方微信曾官方微信曾
多次推荐多次推荐《《大圣大圣
归来归来》，》，推荐理推荐理
由是由是：：这部电影这部电影
的意义在于的意义在于，，它它
标志着中国动标志着中国动
画和美日动画画和美日动画
从从 100100 年的差年的差
距距，，已经缩短到已经缩短到
了了 1010 年年。。一说一说
起动漫起动漫，，我们会我们会
立刻想起一个立刻想起一个
叫鸣人的吊车叫鸣人的吊车
尾下忍尾下忍，，一个想一个想
当海贼王的路当海贼王的路
飞飞，，一个拿盾牌一个拿盾牌
的美国队长的美国队长，，一一
个浑身高科技个浑身高科技
的 钢 铁 侠的 钢 铁 侠 。。可可
是是，，却想不起任却想不起任
何一个国产的何一个国产的
动 漫 人 物动 漫 人 物 。。大大
圣圣，，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部电影很多这部电影很多
镜头让你不敢镜头让你不敢
相信这是一个相信这是一个
国内的动画工国内的动画工
作室做出来的作室做出来的
东西东西。。精致的场精致的场
景景 ，，细 腻 的 细细 腻 的 细
节节，，不只是花钱不只是花钱
能解决的能解决的，，还要还要
用心用心。。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核心
提示

孙大圣
实现奇迹般的

逆袭
何小沁/文

随着《小时代
4》与《栀子花开》上
映，今年暑期档票
房大战进入白热化
的阶段。两部青春
粉丝电影占据了近
70%的排片状况
下，其他国产小片
以各自的方式在谋
求突围。在票房竞
争如此惨烈的情况
下，“黑马”真的出
现了——一部名为
《大圣归来》的国产
动画片口碑持续发
酵，凭借仅仅10%
左右的排片实现票
房逆跌：第二天比
第一天涨70%，第
三天又比第二天涨
了40%，最终3天
过亿。昨天，网络曝
光了《大圣归来》的
原画手稿图，网友
大呼惊艳。《大圣归
来》凭什么实现票
房的“逆袭”，这部
动画片的质量到底
如何？

从“熊出没”到“喜羊羊”，国产动画
电影常被贴上“低幼”标签，《大圣归来》
不少年轻人也很喜欢。导演田晓鹏认
为，中国动画电影需要电影本身的娱乐
属性，更要有东方文化的态度，动画电
影不是低幼的代名词。他解释，《大圣归
来》的内核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精髓的

《西游记》，可以欢乐，但不能戏说，创作
初衷也是把“孙大圣”这个几代华人共
同的超级英雄传承下去，从这个意义上
讲，兼容故事情节的欢乐动人和故事背
后的东方侠义精神都非常重要。而这
些，是实现《大圣归来》成为合家欢电影

的基础。
在《大圣归来》上映前，就得到百

位明星的集体推荐，黄晓明、任泉、陆
毅、夏雨……马云也为影片免费“吆
喝”，令这部影片得到前所未有的关
注。目前该片在豆瓣评分高达 8.7 分，
在各大社交媒体上，该片也出现了几
乎一边倒的好评。这与《栀子花开》和

《小时代 4》的评分形成鲜明对比。对
于该片口碑的一边倒，有影评人认为
这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孙悟空”情
结也有很大关系。

导演田晓鹏表示，这部电影历时 8

年打造，为了更加真实，采用了实拍摄
影的“跟拍”方式。所有的宏大场景都要
精细搭建，每一场戏都像实拍一样，有
完善、精确的站位、走位图，要考虑所有
人物关系、运动关系，保证所有细节的
合理性。田晓鹏说：“看《大圣归来》，让
成年人不忘初心，让孩子们可以和孙悟
空一起，学习爱和勇敢。”

虽然表扬铺天盖地，但也有挑剔的
观众表示，影片的“剧本单薄”，并没有
想象中好看，田晓鹏表示，他接受所有
的批评，因为八年前自己确实“偏实验
风格”，并没有想到能走到今天。

颠覆传统形象 孙悟空以落魄英雄形象出场

《大圣归来》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
电影？《大圣归来》的剧情简介是这样
的，小和尚江流儿偶然从五指山下救出
孙悟空，但孙大圣已经法力尽失，成了
一个脾气暴躁的普通猴子。在江流儿的
激励下，孙悟空重振“齐天大圣”雄风。
在上海电影节上，曾出品《黑客帝国》三
部曲等作品的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安德
鲁梅森，看完电影后给出的评价是：本
片特效放到好莱坞至少值一亿美元！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曾多次推荐

《大圣归来》，推荐理由是：这部电影的
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动画和美日动
画从 100 年的差距，已经缩短到了 10
年。一说起动漫，我们会立刻想起一个
叫鸣人的吊车尾下忍，一个想当海贼王
的路飞，一个拿盾牌的美国队长，一个
浑身高科技的钢铁侠。可是，却想不起
任何一个国产的动漫人物。大圣，你在
哪里？这部电影很多镜头让你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国内的动画工作室做出来的
东西。精致的场景，细腻的细节，不只是

花钱能解决的，还要用心。
成都商报记者已经观看了这部影

片，发现动画制作很用心，这和以前国
产动画相比，确实有很大进步。此外，在
故事上有一定创新，可爱的小和尚江流
儿成了一位“非典型”唐僧，大圣虽然长
着一张“马脸”，但变身后还是很威武，
和江流儿间的情感互动也十分微妙。不
少网友在朋友圈自动为影片作宣传，有
网友表示：看完《大圣归来》，我们都成
了猴子搬来的水军。

票房高效率 仅用10%左右的排片3天过亿

影片口碑高 敢与鸣人、钢铁侠比较

每一个场景都要实拍

在《大圣归来》中孙悟空
的造型有了很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