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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栏目

故事片《侠丐传奇》

动作90分《红海行动》

周日点播《英伦对决》

频道出品《杨五郎血战青盐镇》

故事片《中国蓝盔》

光影星播客

故事片《拳神小子》

频道出品《红色之子单刀赴会》

周末影院《老师好》

故事片《烈火英雄》

频道出品《杨大郎智斗沙门寨》

频道出品《杨大郎智斗沙门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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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博导演为大家推荐了三

部经典影片，分别是《被解救的姜

戈》、《百万美元宝贝》和《西西里的

美丽传说》。

▶《被解救的姜戈》

我这段时间看的老电影比较

多，没看到特别喜欢的新片，包括

《寄生虫》之类的也都不觉得特别

喜欢。

这部电影让人觉得很浪漫，人

物塑造得也很好。戏剧张力很足，

让人感动又让人觉得浪漫，同时又

颇具观赏性。喜欢一个电影基本

上都是这些原因。

▶《百万美元宝贝》

“东木老爷子”的片子我基

本上都挺喜欢的，他最近还出了

几部新片，《骡子》、《理查德·朱

维尔的哀歌》都挺值得看。这部

《百万美元宝贝》也算是一部经

典。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赛尔

乔·莱昂内算是一脉相承，从《荒

野大镖客》到《黄昏双镖客》、《黄

金三镖客》，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的片子浸淫了从这儿传承的西

部元素，这种“西部”与地貌无

关，而是一种西部精神。他影片

中塑造的人物总是又艰难、又很

努力，充满了人性的光芒。《百万

美元宝贝》中，为了自己生命中

那么一个闪光的瞬间，一个让自

己满足或者感动的那么一个瞬

间，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执拗的

精神还挺打动我的。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这个片子的故事挺有意思，

整体是挺幽默、挺逗的。在那样

一种人性压抑的高压统治之下，

用很轻松幽默的方式讲了一个

很有意味的故事，而且片中的主

人公确实塑造得非常立体、充满

魅力。

作为制片人，王学博与万

玛才旦合作过《塔洛》；作为导

演，王学博的处女作《清水里的

刀子》在第二十一届釜山电影

节上斩获新浪潮大奖，并获得

第三十六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

最佳摄影特别奖。

在创作中，王学博非常注

意选择一个“有趣的人物”，“其

实你人有意思，电影的情节就

能有意思，人没意思，情节也不

可能有意思。”他进一步举例，

“你见过特别无聊的人能讲出

来什么好笑话吗？”

与其他创作者先有人物再

去寻找故事，或者先有故事再

去寻找适合的人物不同，王学

博的创作过程中，故事和人物

大多数时候会同时蹦入脑海，

“每次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但多

数时候是同时想出来的。”

在采访中，王学博提到了

那些“不太好的电影”给他带来

的 思 考 空 间 和 产 生 的 有 益 影

响，他认为无论是看好电影还

是“不太好的电影”，都会受到

影响，都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收

获。“有时候看不太好的电影反

而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看到

影 片 中 的 某 一 场 戏 处 理 得 不

好，那我就会想，如果是我，我

会怎么处理？这些不足之处都

是能引发思考的”。反而是对

于经典影片和大师作品，王学

博认为这些影片往往在看的过

程很难给人留下思考空间，“优

秀影片太顺畅了，人在看的过

程中不自觉就过于投入，被影

片牢牢抓住，需要在看完全片

之后再细细琢磨。”由于个人观

影习惯，王学博坦言他看完一

部影片“不太爱琢磨”，而那些

不够优秀的影片往往在观影过

程中为他留下思考缝隙，“看的

时候就一直在琢磨，有点跳戏

反而有了点思考空间”。

对于如何讲述电影故事，

王学博认为好的故事是世界性

的，能够突破国别和语言的界

限，“是人类共性的东西”。而

所谓“讲好中国故事”，王学博

认为更多应该是关注当下的中

国人，“讲述在中国发生的或者

是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在创

作中，王学博坦言自己不会从

创作层面上思考“这是不是一

个真正的中国故事”，而是更多

考虑如何把自己的故事讲好、

如何“讲一个好的故事”。

面对更多与国家、国情相

关的事件，王学博认为这类题

材的创作非常有意义，“比如原

定春节档上映的《夺冠》，讲述

中国女排的夺冠之路，这就属

于能够激起全国人民情绪的中

国记忆、中国故事。再比如一

些抗日战争类的影片，这也非

常能够激发大家的共同情感，

也非常值得一拍再拍。”王学博

将这类题材与好莱坞影片相对

比，认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无

论从市场角度还是从电影艺术

角度，都非常必要，“好莱坞百

分之九十的电影也都是主旋律

影片，都在讲述美国精神。我

们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精神，有

何不可呢？”王学博坦言自己非

常愿意看到表现中国人的力量

和勇气的电影，“我认为人都是

一样的，美国电影中呈现美国

人的优点，中国人也都有”，但

在创作层面，王学博认为，如何

提炼人物优点、讲好故事仍待

创作者们去努力探索，“包括

‘感动中国’里，我们有太多值

得书写、有光芒的人物了，我们

需要探求的是如何通过艺术创

作提炼这些人物的精神，如何

从创作上赋予作品更高的艺术

价值。”面对当下正在发生的疫

情，王学博认为在抗击疫情过

程中的那些医护人员、志愿者

们也都值得被书写，“他们放弃

自己的生活，赶赴一线帮助别

人、全心奉献，他们每个人都是

有光芒的”。

那些有光芒的中国英雄、

中国故事值得被一再书写，“但

是最终仍旧要看作品的艺术品

质”，王学博强调。

本报讯《星游记之风暴法米

拉 2》日前正式宣布于 3 月 28 日

上午 10:00 在爱奇艺上线，并发

布定档海报。作为光线彩条屋

影业的“热血科幻系列”代表作

品，9 年 IP《星游记》可谓经久不

衰。此前，《星游记》TV剧收获豆

瓣 9.5 分的超高口碑。2017 年，

《星游记之风暴法米拉》经过6年

沉淀与观众在线上见面。不仅

开创了网络动画电影的先河，更

收获了年度预约人数 Top1 以及

网络动画电影票房TOP1的优异

成绩。时隔三年，续作《星游记之

风暴法米拉2》在期待中回归，主

人公麦当将如何再现“奇迹”又能

否抵达梦想之地“彩虹海”？都待

观众从影片中一探究竟。

《星游记之风暴法米拉 2》讲

述了坚信奇迹的少年们为寻找

太空深处的“彩虹海”而并肩战

斗的故事。宏大的宇宙世界观

设定结合热血冒险，可谓看点十

足。定档海报同样尽显影片的

热血气质与科幻色彩：一方面，

主人公麦当身后的光束预示着

他是冲破黑暗，无畏前行的星际

追梦者。另一方面，麦当逐渐被

吞噬的身影也承接前作剧情，暗

示他仍身处危机之中。令人惊

喜的是，海报还蕴藏彩蛋，麦当

投射的影子正是他的父亲麦林，

二人隔空拉勾，令粉丝们泪目。

“拉过勾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啊！”

不仅是麦当父子关于彩虹海的

约定，也是《星游记》与所有观众

的约定。

作为续作，《星游记之风暴

法米拉 2》不输首部的“热血沸

腾”，从头“燃”到尾。主人公麦

当明知返回赛场要面对“以一敌

百”的挑战却仍然选择应战，传

达了《星游记》一直以来的信念：

“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和奇迹一

样了不起。”此番《星游记》选择

在这样的特殊节点上线也是希

望借麦当的“永不言败”向所有

人传递精神与力量:“不管黑暗如

何蔓延，都有星星的光芒去把它

照亮，世界也是这样，有绝望的

地方，就有希望的产生。”

由全擎娱乐、彩条屋影业、

光线影业联合出品的《星游记之

风暴法米拉 2》将于 3 月 28 日上

午10:00在爱奇艺上线。

（木夕）

《星游记2》3月28日网络上线

《百万美元宝贝》

编剧：保罗·哈吉斯

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主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希拉里·斯万克

摩根·弗里曼

《被解救的姜戈》

编剧：昆汀·塔伦蒂诺

导演：昆汀·塔伦蒂诺

主演：杰米·福克斯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克里斯托弗·瓦尔兹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编剧：朱塞佩·托纳多雷

卢西亚诺·文森佐尼

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

主演：莫尼卡·贝鲁奇

圭塞佩·苏尔法罗

（上接第11版）

导演王学博推荐：《被解救的姜戈》《百万美元宝贝》《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书写中国英雄，应看重影片艺术品质

用作品丈量现实与渴望

在《超时空同居》里，两个不

同时空下的陆鸣有着完全不同的

性格和人生。而在该片导演导演

苏伦心中，也住着“另一个自己”，

“如果有生之年能有另外一个我

存在，我希望我是丹尼斯·维伦纽

瓦那样拍摄风格的导演”，苏伦

说。

加拿大导演丹尼斯·维伦纽

瓦的作品《焦土之城》、《囚徒》、

《边境杀手》、《宿敌》，以及最近的

两部科幻剧情片《降临》和《银翼

杀手 2049》，强悬疑氛围、纪实美

学风格、凌厉的镜头语言……这

一切都让苏伦着迷，“我内心特别

渴望成为丹尼斯·维伦纽瓦那样

的导演”。

如果说让·皮埃尔·热内释放

了苏伦电影中温暖的意向，那丹尼

斯·维伦纽瓦则代表着苏伦心中对

电影创作的更多渴望与期待。

讲起丹尼斯·维伦纽瓦，苏伦

似乎瞬间从导演变身“迷妹”，“他

是一种特别纪实性的美学，而且

我觉得丹尼斯·维伦纽瓦导演特

别高级的一点在于他总是能够洞

察到你内心想要什么、想看什么，

然后引领着你的情绪向前走。他

讲出故事的时候，你总是不由自

主地任由他带着你走，跟随着男

女主角、跟随着他，被他带入整个

故事，而且他总是有能力让你愿

意跟着他一块往前走，这让我觉

得特别迷人。”她还真诚地分享了

在《超时空同居》最紧张的制作间

隙，挤出时间看完《银翼杀手

2049》后的挫败，“看完之后整个

人就崩溃了，对我打击特别大，忽

然觉得我为什么还要拍电影，我

可能一辈子也拍不成《银翼杀手

2049》那样。”

挫败之后，“还要努力站起来

去完成眼前的这件小事”，苏伦把

自己的电影称为“小事”，而她清

楚地知道，在实现“心中的渴望”

之前，最重要的是靠一部部作品，

先把自己的风格树立起来。“我给

自己目前的定位还是尽量做商业

电影，商业电影需要导演重复自

己的风格，把自己风格落扎实很

重要，不能很任性地换来换去。

累积对于青年导演来说尤为重

要，所以我只能一部部累积下来，

继续往前走。”苏伦的话里带着一

位青年影人可贵的清醒与坚守。

像热血的少年般，保留着对

电影的好奇和冲动；又如虔诚的

门徒般在电影的召唤下恪尽职

守、用心耕耘。拥有自己的玫瑰，

也欣赏别人星球的珍贵。“下一

部，我还是会把它当成第一部去

做”，苏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