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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电影节首映之后，《爱乐之城》的好口碑席卷全球；紧接着在金
球奖上破纪录横扫；再到追平奥斯卡提名次数纪录，影片连带着它的导演
达米恩及两位主演瑞恩·高斯林和爱玛·斯通，引领了半年的电影界话语
权。在国内上映后，出现两极化的口碑，说好的人看得热泪盈眶，说不好的
人看得酣然入睡。这究竟是怎样一部电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不俗套的爱情故事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追逐梦想、自我实现的旅程，而爱只是在某个合适

的时间点上，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他们在一起相互扶持，共同成长

在电影叙事上，《爱乐之城》延续了达米恩的现实风格，看似一个俗套
的爱情故事，却讲得不那么俗套：没有荡气回肠的戏剧性转折，连分手都细
致得像是现实中的男女。《爱乐之城》表达的爱情观也独树一帜，把自我实
现和爱情结合了起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追逐梦想、自我实现的旅程，而爱
只是在某个合适的时间点上，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他们在一起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这种爱情彼此成就，而不仅是在围城中朝朝暮暮卿卿我我。

导演说，在写剧本时预设的男女主角就是爱玛和瑞恩，他们是最接近经典
好莱坞情侣形象的男女演员。瑞恩坦言，与爱玛的合作是最顺利的一部分，两
人在《疯狂愚蠢的爱》的第一次试镜中就做了非常多的即兴表演，这样成功的
即兴表演让两人在摄像机前游刃有余，就像是彼此之间有着天然的化学反应。
看完影片我们不得不承认，爱玛和瑞恩实力演绎了1+1＞2的力量。

无处不在的“经典”
赛巴斯汀抱着灯柱转了一圈的动作，便是向经典歌舞剧《雨中曲》致敬

再上一次歌舞片的盛景，应该算是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那部致敬经
典的黑白默片《艺术家》，该片包揽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等5项大奖。《爱乐之城》有与它类似的地方——无所不在的“向经典致敬”。

影片开场有一个在高速公路上一镜到底的歌舞场景，上千辆车被堵在
洛杉矶高速公路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人们从车里出来开始唱唱
跳跳，还在车顶上翻滚跳跃。这场群舞，让人联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追梦
歌舞片《名扬四海》，米娅应征角色失败后，室友们希望带她去Party忘却烦
恼，四个女孩上演了一段火辣的街头舞蹈，而这一幕和上世纪六十年代鲍
勃福斯的《错失甜蜜》何其相似？本片最为相似的一幕出现在男女主角第二
次在Party上相遇后，两人在山顶跳了一段舞蹈《Lovely Night Dance》。赛
巴斯汀抱着灯柱转了一圈的动作，便是向经典歌舞剧《雨中曲》致敬。整部
影片运用了大量的歌舞剧段落，点燃观众内心的激情。

为何拍这部电影
导演达米安：“我十年前搬到了洛杉矶，就是想做电影，想做一部来讲

述在洛杉矶生活的年轻人如何实现梦想、如何追寻梦想。”

导演达米安说：“我想拍一部有激情的电影，有音乐，有情怀，有梦想，
也有个人的经历。我十年前搬到了洛杉矶，就是想做电影，想做一部来讲述
在洛杉矶生活的年轻人如何实现梦想、如何追寻梦想，很大一部分是有我
个人的影子。”这部片子筹备了六年，可谓精心雕琢。作为一部歌舞片，影片
的作曲担纲非常重要的位置，而这位作曲家贾斯汀和导演可谓渊源久远、
默契十足。根据达米安自己的说法，他们18岁相识，是哈佛大学的同学兼室
友，因为都喜欢爵士乐还曾组建了乐队。而两个人的合作也不止一次。

这部影片展现了整个城市最浪漫最唯美的一面，而且接足了洛杉矶的
地气。从片名来看，la la land就是人们对洛杉矶的昵称。没在洛杉矶或是美
国生活过的人们，也许不能明白某一幕导演加入的小心思。比如被拖车的
梗、爵士乐的梗等等，没在美国生活过的人不会注意到这些，以为只是普通
的剧情罢了，但是懂的人，就会会心一笑。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上映的时候，
观影的人们前半截笑声不断，后半截不胜唏嘘，而其他地方却未必能有此效
果。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分化的观影评价吧。

�����蜂胶业内素有 “ 世界蜂胶看
巴西 ”的说法 ，巴西地处南美亚
马逊流域 ，当地蜂群为求生存而
产生的天然物质———黄酮素 ，这
就是巴西蜂胶精华所在 。 同时 ，
由于地域限制 ，巴西蜂胶年产量
不足普通蜂胶产量的 1/5， 非常
珍贵 。 因此 ，巴西蜂胶是蜂胶中
的上品。 研究表明蜂胶能增强人
体免疫力。

限量补贴，机会难得
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正宗

巴西绿蜂胶，厂家特举办补贴活动：12瓶
仅需 299元。 活动时间 2月 28日 -3月
2日。 因体验名额有限，提出两点要求：

1、 必须是真正有需求的朋友，50
岁以上中老年人优先体验；

2、为防止恶意囤货，每人最多购买
4套，活动结束后恢复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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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进口原料蜂胶，12瓶只要 299元
12瓶 每瓶 30克，只需 229元，本省仅限 300份

为什么要选择巴西蜂胶？

抢定电话： 本产品不能代替药物

第89届奥斯卡奖颁奖礼北京时间昨
天中午落下帷幕，最大热门无疑是近期在
中国上映的《爱乐之城》，该片共获得14个
提名，最后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6
个奖项。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过程中出现
乌龙——颁奖嘉宾将原本属于《月光男
孩》的最佳影片奖错颁给了《爱乐之城》，
堪称奥斯卡颁奖历史上最大的乌龙事件。

成龙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32岁的达米恩·查泽雷凭借《爱乐之
城》获得最佳导演奖，他也成了史上最年轻
的奥斯卡最佳导演。他上台领奖几乎落泪：
我很感谢在做电影的过程中找到了爱情。
卡西·阿弗莱克凭借《海边的曼彻斯特》获
得最佳男主角；艾玛·斯通凭借《爱乐之
城》获得最佳女主角。

颁奖现场播放了本届终身成就奖得
奖视频，成龙等获奖者现身大银幕。在之
前的红地毯现场，成龙抱着一对熊猫公仔
亮相，而这对熊猫公仔“龙龙”和“凤凤”的
原型，正是成龙2009年在成都斥资100万
认养的一对大熊猫。

伊朗电影《推销员》拿走最佳外语片
奖，但其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却因为美国
新的移民政策无法到美国领奖。

最佳影片颁奖闹出乌龙事件

为纪念影片《雌雄大盗》上映50周年，
该片男女主演沃伦·比蒂与费·唐纳薇上
台为最后一个奖项最佳影片颁奖，首先念
出了“《爱乐之城》”的名字。《爱乐之城》的
主 创 上 台 发 表 获 奖 感 言 ，但 制 片 人
Horowitz突然发现问题，在台上澄清：“出
错了，《月光男孩》，你们赢得了最佳影片。
这不是在开玩笑。”

Horowitz回忆：“戴着耳机的工作人员
开始忙乎，他们拿走了我手中写着‘艾玛·
斯通，《爱乐之城》’的信封。他们又到处寻
找写着‘最佳影片’的信封，找到后就在我
旁边打开，上面写着《月光男孩》。我看过信
封，我得救场。”沃伦·比蒂紧接着告诉观
众，给他的信封是错的，上面写着“艾玛·斯
通，《爱乐之城》”（“最佳女主”的信封），他本
来只是给费·唐纳薇看眼信封，但在他能阻
止之前，唐纳薇已经读了出来。

“我人生中的这最近20分钟太疯狂了，
简直是超凡脱俗！”《月光男孩》导演巴里·
杰金斯在后台接受采访时感谢了《爱乐之
城》的制片人，“他们真的太慷慨太有风度
了，我爱《爱乐之城》。这让我本来就觉得特
别特殊的得奖更特殊了，即便是在梦里我
也想不到这种情节。”

据记者了解，每一个颁发的奥斯卡奖

最佳导演
投给《爱乐之城》

项，都有两套一模一样印着获奖名
单的信封，分装在两个专门的箱子
里，作为保险措施。两位工作人员手
里都有获奖结果，两人拎着两个箱
子，分处于舞台两边，由他们将信封
轮流交到颁奖嘉宾的手中。颁奖结
束后，每位工作人员的箱子里都应
该剩下差不多一半的信封，然后被
运到秘密的地方，被专门做工业文
件销毁的公司处理掉。由此可以推
测，应该是这两位工作人员中的一
位出了错，把“最佳女主角”的备用
信封当成“最佳影片”的信封，交给
了沃伦·比蒂。

“最佳影片”乌龙的主要责任人
——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负责奥斯
卡奖项结果的信封的保密工作）的推
特账号正式回应此事：“我们诚恳地
就最佳影片公布时的错误向《月光男
孩》、《爱乐之城》、沃伦·比蒂、费·唐
纳薇和所有的奥斯卡观众道歉。给颁
奖人的是错误的信封，发现后立刻纠
正了。我们正在调查此事为何会发
生，并对此感到非常后悔。”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邹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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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之城》横扫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6项大奖

奥斯卡闹出
“史上最大乌龙”

零宣发
男二号出了问题，延播两年红了

《崛起》是“大秦帝国”系列的第三部，讲
述公元前305年秦昭襄王嬴稷继位，在其母
宣太后和其舅魏冉扶植下，成长为一位威震
天下的真正王者的故事。该剧2月9日在央视
一套播出，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
首播收视率就达到0.9%。

《大秦帝国》前两部《裂变》和《纵横》分
别在2009年和2013年播出，豆瓣评分高达
9.1和8.7。到《崛起》的播出，这部系列剧跨时
达8年。《崛起》的播出可谓“突袭”，开播前一
天，仅仅在微博上公布了播出消息。就这样，
在“零宣发”的情况下“崛起”，赢得收视、话
题和口碑，目前豆瓣评分达到了8.7分。

事实上，《崛起》的播出可谓命运多舛。
该剧于2013年杀青，预计两年后开播，但临
近开播，该剧男二号白起的饰演者却在生活
中出了问题。根据戏份来算，男二号演戏的
时长是239分钟，不可谓不大。最终，制片方
在使用特效抠图的情况下，请来邢佳栋出演
白起，硬把所有戏全都补上。

易编剧
剧本只有五六集就开机拍摄

导演丁黑是陕西人，多年前凭借《玉观
音》为观众熟知。“陕西人嘛，对陕西的题材
肯定有偏爱。当初制片人找我，一来我确实
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二来，对陕西，
包括秦文化都比较感兴趣，就欣然从命。”丁
黑2010年导演《纵横》，接着拍摄《崛起》。

说到连续拍了两部《大秦帝国》，丁黑
坦言有些后怕，“这样一个大题材，尤其是

《纵横》和《崛起》连着拍，真是冒险。这种大
题材、大故事，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场景堪
称浩瀚，没有充分的准备，包括自身历史知
识、历史思考的储备，制作上资金上的准
备，都不是一个再敢轻易碰的东西。”

《大秦帝国》是根据孙皓晖的小说改
编，《崛起》播出后有书迷质疑，第二部、第
三部和原著差别很大。丁黑解释，二、三部
小说不太适合改编电视剧，先是编剧张建
伟改编剧本，但戏说成分太重，之后又请
了两个编剧李梦和钱洁蓉重新创作，在剧
本只有五六集的情况下即开机拍摄。

新尝试
古装剧大胆尝试采用同期声

《崛起》中演员的演技可谓碾压当下的
流量鲜肉花旦。宁静饰演的宣太后在剧中逝
世后，有观众留言“宁静演得太好了，宣太后
死了我都不想追剧了。”对于两位主演的表
演，丁黑称，宁静的表演那当然是老辣娴
熟，而张博的表演有闯劲儿、有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崛起》中台词有很多文
言表述，但演员都采用的同期声。宁静就表示，
演员的成就跟声音是一体的，“用配音是特别
不应该的，除非这个演员不会讲普通话。”

丁黑认为，剧中台词最难的还不是文言
文，而是涉及很多大的历史关系、历史事件
以及专业知识，而电视剧筹备时间很短，演
员们在背台词时头很大，但都很认真地完成
了。“采用同期，作为演员的表演，特别是对
于完整地塑造人物来讲，会比较舒服，在规
定情境中很容易融为一体，我比较喜欢同
期。当然《崛起》也是比较大胆，一般古装戏
都是配音，古装戏同期的好像很少，我当时
也是想尝试一下。”

关注人
不管IP剧还是正剧，都要讲人的故事

最近几年，电视荧屏上的历史正剧越来
越少，充斥着古装玄幻、IP剧，而收视高口碑
差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IP热，丁黑认为，不
管是历史正剧还是IP剧，最关键是在精神追
求层面上，如何与观众找到一种交流的方
式，“不管是交流的语言还是交流的介质上，
寻找到一种新的跟今天人对话的方式。积攒
了大量人脉，能够深入人心，能讲人的故事、
人的情感、人的精神世界的，才是真IP。”

丁黑告诉记者，最近很多人问他，“大
秦”最近关注度比较高，是不是古装正剧回
暖？在他看来，《崛起》的播出时机并不占任
何优势，很意外《崛起》能够引起关注。“最简
单的因素就是红烧肉吃多了想换换胃口吧。
其实真正繁荣的影视环境，应该是什么题材
都有，就怕在某些利益驱使下吃偏食，对创
作者还是观赏者都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希
望正剧大家能看爱看，当然也不能说正剧火
了，就一定要打压玄幻剧、穿越剧等等，只要
是健康，都应该有。”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成都商报独家专访导演丁黑：

不管历史剧还是IP剧
最重要是找到一种
跟今人对话的方式

《大秦帝国》、《大明王朝》、《康熙
王朝》、《走向共和》……曾经风光无限
的历史正剧，历经飘零沉浮。2月9日，
古装历史剧《大秦帝国之崛起》（简称
《崛起》）在积压两年后突然开播，并在
毫无宣传的情况下“空降”热搜。

在偶像、小鲜肉滥用替身，数字台
词现象频出，满屏都是大IP、玄幻剧的
当下影视圈，零宣传的历史正剧《崛
起》又是如何炼成的？昨日，成都商报
记者独家专访了《崛起》的导演丁黑。
在丁黑看来，《崛起》受到关注确实出
乎意料，也有可能是观众“红烧肉吃多
了想换换胃口吧”。丁黑表示，不管是
历史剧还是IP剧，最重要是寻找到一
种新的跟今天人对话的方式，一定要
真正描写人的故事。

零宣发的零宣发的《《大秦帝国之崛起大秦帝国之崛起》》成热搜成热搜，，历史正剧如何突围历史正剧如何突围？？

说起奥斯卡华人评委，必须要提下电影圈的老前辈卢燕，她上世纪
50年代末就从影好莱坞，拿过金马影后，资历深厚，被好莱坞主流认可；
同时她还是奥斯卡评选委员会首位华人评委，现为奥斯卡终身评委。本届
奥斯卡颁奖后，今年91岁高龄的卢燕抽时间为成都商报撰写专栏。作为
评委，卢燕将最佳导演投给了《爱乐之城》导演达米恩·查泽雷，最佳影片
则投给了《月光男孩》，连她自己都笑言：投得蛮准的！卢燕和《爱乐之城》
主创有过多次见面交流，因此对这部影片的幕后十分了解。

卢燕和《爱乐之城》男主角
瑞恩·高斯林合影

《爱乐之城》女主角爱玛·斯通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主持人吉米·基梅尔（前左）、颁奖嘉宾沃伦·比
蒂（前右）与《爱乐之城》和《月光男孩》剧组在乌龙
事件中站在舞台上

▲获得第
89 届 奥
斯卡最佳
影片奖的
《月光男
孩》的制
片人杰里
米·克莱
纳（左）、
阿黛尔·
罗曼斯基
（中）和导
演巴里·
詹金斯手
持小金人
合影
（图据新
华社）

□卢燕 发自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