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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破亿领跑春节档！

陈思诚：《唐探3》是一个新开始

《日暮》定档2月9日
沉浸式微观历史叙事 帝国陨落最后一抹余晖

本报讯 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王宝强、

刘昊然领衔主演的电影《唐人街探案 3》即

将于 2021 大年初一上映。经历了一年等

待之后，不少观众已迫不及待购票，提前

加入“喜卷东京”的队列。预售开启后，

《唐探 3》的预售票房率先破亿，并在映前

13天，创下国产电影预售票房最快破亿纪

录，强势领跑春节档。

《唐探》系列获得越来越多观众的认

可，逐步建立起一个“侦探宇宙”，导演陈

思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人。近日曝光的

一支导演特辑，可以看到导演陈思诚对

《唐人街探案 3》的设想和落实。片场的陈

思诚更堪称“气氛制造机”，在他的带动

下，拍摄中的重重困难，都被拧成一股绳

的团队化解。

距离春节越来越近，在万达广场举办

的“潮年阖家欢”主题活动中，也有数家万

达广场走起了“唐探风”，广场里牌匾、售

卖车、立牌、地贴等等，都加入了喜气洋洋

的“唐探元素”，进入广场仿佛在逛年货大

集，一秒进入浓浓年味儿的春节气氛中。

秋叶原遭遇“危机6小时”

王宝强：陈思诚永远淡定从容

“无论多大困难，他都特别淡定从

容”，“对自己要的东西非常清楚”，特辑

中，王宝强、刘昊然和妻夫木聪都表示，

《唐探 3》来到东京，把秋叶原、涩谷、新宿

等地标拍了个遍，仅仅是涩谷一场戏就

要调度数千名群演，难度十分之大。

但最大的危机，来自秋叶原的拍

摄。作为二次元圣地，电影《唐探 3》难得

地申请到了两天拍摄时间，但每天只有 3
小时。拍，未必来得及；不拍，则错失了

一个代表性场景。重压之下，导演陈思

诚快速调整拍摄，最终一分不差地完成

了这场大戏。

陈思诚“表演语言”无国界

能量满满的“气氛制造机”

《唐探3》云集了十余位亚洲群星，现场

多种不同语言混杂。语言不通，也不耽误“精

准讲戏”。导演陈思诚经常自己先演一遍，再

让演员发挥，这种独特的方式，让一众演员感

叹导演永远“能量满满”，长泽雅美就表示，

“在现场很容易被导演感染，特别想跟他一起

演下去”。和演员彼此激发的拍摄过程，也让

托尼贾感叹，“他是一个非常尊重演员的

人”。浅野忠信说，“看他演完，也让我能引申

出更多可能”。

五年布局，“唐探家族”共成长

陈思诚：《唐探3》是一个新开始

从2015年电影《唐人街探案》上映以来，

《唐探》系列也迎来了后续两部电影以及网

剧，“唐探宇宙”逐渐获得观众的认可。王宝

强和刘昊然表示：“陈思诚导演五六年来一头

扎进创作中，很早就构思好了系列的布局，

‘唐探宇宙’的概念，很自然地就形成了。”

“五年来，随着这个系列，不仅宝强、昊

然在成长，我也在成长。”感慨之余，陈思诚

也透露了对《唐探》系列的更多想法，“未来

会开始筹备更多侦探的独立影片，带给不

同的观众”。最后他也说，“特别希望《唐探

3》是一个新的开始”。电影预售正在火热

进行中，即刻抢票提前锁定欢乐，相约三十

晚上年夜饭，大年初一看“唐探”！ （木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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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奈迈施执导的影片

《日暮》将于2月9日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专线上映，本片是今年上映的首部中东欧国家

电影。

▶ 微观史：

神秘女子解谜布达佩斯

《日暮》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一战前黄金时

代的奥匈帝国，讲述了神秘女子伊瑞斯在被拒

绝加入已故父母的店铺后，开始追寻自己身世

命运的故事。

1913年的欧洲正处在文明的黄昏，摇摇欲

坠。被寄予厚望的伊瑞斯·莱特来到布达佩

斯，希望继承自己已故父母的传奇帽子店，不

料却被帽子店的新主人赶走。伊瑞斯无意中

得知自己还有一个在世的哥哥卡曼·莱特，这

让她开始了对更多悬而未决的蹊跷谜团的搜

寻。随之而来一系列的危机使事情变得越发

扑朔迷离，伊瑞斯在黑暗中不断追踪，将自己

置身于重重危险的境地。

光鲜亮丽的帽子店背后究竟是精美的化

身还是罪恶的的滋生？被“选中”的姑娘们又

面临怎样的命运抉择？一个个谜团即将揭晓，

壮观的黄金时代之陨落也即将拉开帷幕。在

目睹了一系列真相后，伊瑞思最终做出了自己

的选择，挽起发髻，向自己所看到的真实世界

进军。

▶ 沉浸感：

才华导演延续前作风格

《日暮》获得第 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

竞赛单元金狮奖提名，并获得国际影评人费比

西奖。在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获得天坛奖提

名，导演拉斯洛·奈迈施凭借此片最终拿下最

佳导演奖。

拉斯洛·奈迈施是匈牙利名导演贝拉·塔

尔的弟子，曾凭借处女作《索尔之子》获得第68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第88届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第73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和第70
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

甫一出道就惊艳电影界的拉斯洛，在这一

部《日暮》中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场无与伦比

的美学盛宴，贵族们精巧绝伦的帽饰、女帽商

华丽优雅的褶裙、布达佩斯车水马龙的斜街、

35毫米胶片打造的油画般的质感，也印证了拉

斯洛的那句“这是一个非常梦幻的时期”。

延续前作风格，全片采用浅焦跟拍的拍摄

手法，带来极致的沉浸和诡异的窥视感，观众

如同跟踪的偷窥者一般，伴随女主角亲身回到

了 20世纪之初的奥匈帝国，感受帝国沉没、大

战爆发前最后一刻极致的奢靡和黑暗。

▶ 欧洲性：

帝国陨落最后一抹余晖

拉斯洛·奈迈施曾说：“这是一部特别的电

影，相信这部电影大家看完之后有一种走迷宫

的感觉，因为女主自身其实也像是身处在迷宫

中，这就是我想表达的电影主题——神秘与迷

失。”

导演在讲述《日暮》的制作初衷时表示：

“影片中的地域环境和历史背景，可能很多中

国观众并不是很熟悉，但二十世纪初是欧洲在

思想、艺术、科学都很繁荣的时期，之后的许多

纷繁复杂的变革，几乎摧毁了当时的欧洲社

会。我特别关注的一点是，人类会建立各种各

样美好的事物，但是又有压制不住的欲望，想

把这些美好摧毁掉，这也促使我拍摄了这样一

部电影。”

奈迈施在学习电影之前曾学过国际关系

和历史，因而影片《日暮》在带给观众主人公身

份认证的层层悬念的同时，不断通过精致细腻

的建筑布景及紧贴历史的背景画面，让观众感

受到一战前夕日光下的布达佩斯，华丽繁荣背

后却充斥着肮脏暴力，影片以家族老店残留的

微光，斜照文明的殒落，历史的沉重感随之而

来。

旧日落幕，新章待启。在2021农历新年即

将到来之际，让我们 2 月 9 日一起走进全国艺

联加盟影院，在大银幕上去体会这一种沉浸式

历史微观叙事视角带来的独特美学体验。

（肖然）

电影《吉祥如意》源于大鹏 2016 年创

作《奇门遁甲》过程中的一个念头，“我想

拿着摄像机去农村记录一件事情”。2017
年的春节，大鹏回到了姥姥所在的村庄，

以家人为主角，开始了《吉祥如意》的拍

摄。拍摄分两组，一组创作电影、一组专

注记录电影的创作过程。大鹏没有给家

人剧本，而是着意于“拍一场天意”，并最

终呈现了一个有争吵、有和好、有共鸣的

家庭生活故事。

在大鹏看来，家人就是“经得起撕扯，

也能迅速凝结，是在漫长关系中通过种种困

难，对外面对、对内消化，然后编织在一起的

柔韧关系”。

制片人陈祉希此前与大鹏之合作过《煎

饼侠》和《缝纫机乐队》，在她看来《吉祥如

意》不仅是一次类型创新，也是导演大鹏对

内心情感的一次深入挖掘，是一部创意与诚

意并存的作品。

“这次创作最大的困难是心理层面的，

姥姥的意外摔倒去世，对导演而言是一个巨

大的打击，片子是否继续、如何继续？他既

要承受亲人离别之痛，还要以导演的身份理

性地扛起创作任务，那段时间导演承受的压

力非常大，我们能做的就是默默给他鼓励和

支持，他在那样的状况下能顶住压力完成创

作，我挺敬佩他的！”制片人陈祉希说。

关于故事

在大鹏看来，《吉祥如意》是以《吉祥》为

起点、以《如意》为终点的一个圆，两部分由

两个剧组分别拍摄。《吉祥》讲述了一个大家

庭过年的故事，《如意》则将视角对准了镜头

背后的大鹏。身兼导演和家族成员双重身

份的大鹏，让《吉祥》和《如意》这两部分成为

了一个紧密有机的整体——前者发问，后者

作答。

《吉祥如意》最初的想法是以纪录片的

视听风格组织一部剧情片，用无剧本拍摄的

方式拍摄一场“天意”，“拍摄的过程是没有

剧本的，但我有一个大致的创作方向。”大鹏

说。影片的创作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

是“失控”的，开拍前姥姥突然的病重，演员

刘陆的身份转换，拍摄过程中三舅女儿的突

然现身，真假两个“丽丽”的同框……一切看

似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却都是来自无形却真

实的命运之手的安排。作为导演，大鹏诚实

地记录了这段真实。

关于刘陆与丽丽

《吉祥如意》全片由大鹏的亲人出演，只

加入了刘陆一个专业演员。大鹏希望在保

持生活原貌的同时，通过专业演员的加入来

带动全片的节奏。

“某些场景下，我们需要有人像主持人

一样抛出一个问题，引导其他的家人的回答

和互动，在剪辑处理的时候我们会把刘陆引

出话题的内容剪掉。”大鹏说，“在刘陆的参

与下，观众能直接看到就某一个话题展开的

讨论。我并不担心专业演员与其他人物的

融合问题，电影最终的呈现也证明了这一

点。”

大鹏称刘陆的表演为“浸入式”表演，

“我会告诉她我们接下来拍摄的场景、目的

是什么，她需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其她的

需要她自己发挥，她需要完全浸入到这个家

庭、变成角色本身。”据介绍，为了接近角色，

刘陆提前到农村跟大鹏的家人相处了一段

时间。

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大鹏为刘陆和突然

回家的丽丽安排了一次见面，在和丽丽见面

的交谈过程中，刘陆也收获了角色与家人相

处的最真实的状态。

关于家人和亲情

据介绍，片中的三舅吉祥后来并没有去

养老院，而是继续在老家生活，房子装修过

了，家里的文、武、香、贵会轮流去照顾他。

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大鹏希望在《吉祥如

意》中尝试一些叙事和形式上的创新，为观

众呈现一部有情感共鸣的作品。但回到家

人和亲情的维度，大鹏表示，“未来还会拍摄

各种不同风格类型的作品，但《吉祥如意》将

永远是我人生中最不同的作品。”

“在电影漫长的后期制作过程中，我觉

得我要把这个事做完，同时作为家庭的一

员，我想完成那种有仪式的告别。”大鹏的

“告别”是指在拍摄期间离世的姥姥，而《姥

姥》也是电影《吉祥如意》曾经的名字。

关于电影的启发

《吉祥如意》从筹备到上映经历了四年

时间，在大鹏看来电影对他最大的启发之一

就是要坚持不懈的创作。“相比综艺、网剧，

电影的制作周期太长了，播出周期又太短

了，这些都要求创作者保持高强度的工作状

态，摄影机不要停！”

《吉祥如意》首映获赞

大鹏首度尝试无剧本拍摄

电影《吉祥如意》日前在北京举行首

映礼，导演大鹏、制片人陈祉希、主演刘

陆、艺术顾问王红卫等主创现身与观众分

享了影片的创作过程和幕后故事。首映

现场管虎、陈思诚等导演，黄渤、张译、赵

又廷、宋佳、贾玲、乔杉、刘昊然等一众实

力演员，以及本片主题曲演唱歌手隔壁老

樊现身助阵。

首映礼现场，导演大鹏和片中唯一的

演员刘陆，以及制片人陈祉希、艺术顾问

王红卫等主创们来到映后交流的现场，分

享了这部历时四年才完成的电影。影片

中，大鹏真实的家人出镜“扮演”了他们自

己，摄影机背后的大鹏对他们来说并不是

导演，而是他们的亲人。正因为这份独一

无二的信任，大鹏捕捉到了家人们最生活

化最真实的状态。电影《吉祥如意》中的

“事”，就是大鹏的家事，而“情”是家人的

亲情。

首映礼上，《吉祥如意》收获了众多业

内外人士及影迷的好评。管虎导演激动

地表达了对影片的喜爱：“真好，真的好，

真实的力量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黄渤

称《吉祥如意》是大鹏“一次很了不起的尝

试”。陈思诚则表示“很羡慕大鹏这次可

以这么自由地创作”。影片巧妙的结构设

置令人感叹，故事中所展现的亲情面对现

实时的纠结又让人落泪。正如张译在现

场说的“伤疤的最终还是温暖，这就是老

百姓的日子”。张译也对影片的创新结构

感叹道：“因为有了这部电影，可能未来中

国电影会有更多的形式和内容出现。”

◎对话导演大鹏：拍一场“天意”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