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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影片《我要我们

在一起》剧组现身郑州奥斯卡航海

路丹尼斯影城、奥斯卡熙地港影

城，导演沙漠、主演张婧仪与观众

们亲密接触，畅聊爱情观。不少男

观众甚至比女朋友哭得还凶，尤其

是刚刚走入社会的观众，“很害怕

以后见家长也会被嫌弃，想给她更

好的生活”，面对男友的担忧，女生

温暖回应“我相信我们俩的以后会

比电影里面更好，相信他可以

的”。看着勇敢分享自己爱情故事

的观众，导演也送出了祝福“最美

好的爱情一定是双向奔赴的，拼尽

所有，燃烧自己，获得钻石一般的

真挚爱情”。

作为首批看到电影的原帖读

者，一名观众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哭了全程”，并在现场背出原帖中

最喜欢的句子“你什么时候最爱

我”，令同样喜欢这句的张婧仪激

动的接下后半句“我每天早上刷牙

的时候最爱你”。

（刘溪）

本报讯 5月 21日，由环球影业

重磅打造的年度动作片《速度与激

情 9》领先北美登陆国内院线。当

天，IMAX在京举办《速度与激情9》
媒体观影，高潮迭起的劲爆故事，

豪情热血的情感元素充斥 IMAX影

厅，“爆棚的荷尔蒙开启嗨燃的飙

车之旅”，更带给观众一如既往的

“速激家族”式的感动。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引擎声在

耳边呼啸，IMAX 大银幕上不仅有

超长的巨型卡车制霸城市路面，横

冲直撞到腾空而起，令人躲闪不

及，更有前所未见的疯狂“火箭车”

和“磁力飞机”的疯狂追击，IMAX
出色的音画效果带来的“包围感”

和“入戏感”让观众们仿佛与“速激

家族”为伍，轻踩油门便如离弦之

箭瞬间飞出。映后观众表示：“现

在心还在颤抖，IMAX 能让你彻底

感受那种上天入地，驾驶豪车风驰

电掣的快感！绝对值得二刷三

刷！”更有忠实的“速激”迷走心表

示：“20年了，每一部速激都会带来

不一样的感动和记忆。”

围绕系列的核心元素“赛车”

与“动作”，《速度与激情 9》再度为

观众带来超越想象的视听盛宴。

该片有曾为系列第3-6部创造口碑

的华裔导演林诣彬保驾护航，查理

兹·塞隆与 WWE 冠军“赵喜娜”约

翰·塞纳两大反派联手，面对更激

烈的对抗、更凶险的任务、更强大

的反派，以范·迪塞尔为首的“速

激”家族在大银幕上演着超越以往

的动作场面，打斗飙车酷炫高燃，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火爆刺激的同

时花样翻新，强力挑战人类想象力

和电影表现力的极限，在 IMAX 大

银幕的清澈画质和纤毫毕现的细

节效果的加持下尤为过瘾。（林琳）

赛车文化20年

经久不衰“飙”成“爆款IP”

《速度与激情》系列自2001年开启，

从最初聚焦地下赛车文化到如今成为

风靡全球的燃爆 IP，一路走来，“速激”

系列不断升级。不论是街头赛车横冲

直撞，还是正邪交锋毁天灭地，在规模

和场面制作不断进化中，每一集的飙车

激战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今年恰逢《速度与激情》系列诞生

20 周年，从 2011 年《速激 5》开始，内地

票房一路飙升。截至目前，《速激 9》在

中国内地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此外，

影片 5月 19日提前登陆韩国市场，韩国

首日票房 340 万美元，也轻松打破《速

激》系列在韩国的首日纪录。同时还超

过去年上映的《釜山行 2》首日票房，创

下韩国市场疫情期间最高首日纪录。

电影遇见汽车

超级IP是如何炼成的？

《速度与激情》系列从警匪片一直

进化到近似超级英雄电影，最终打造

成赛车类超级电影 IP，其成功的秘诀，

以及电影与汽车行业如何良性互动等

内容，是本次沙龙讨论的焦点。导演/
编剧张小北认为，从创作层面上“速

激”系列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归于“运气

好”。从第三部开始，林诣彬的加入让

“速激”原先地下赛车的小众风格转到

盗匪片类型；同时，这一系列的推出又

正好与中国电影市场高速扩张在时间

上基本重合，“这一类型革新的同时又

赶上了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

资深影评人严蓬（网名：电子骑士）

表示，“速激”系列把赛车类型做到了

极致。易车原创视频监制宋九虎说，

前三部中的赛车选择的都是比较小众

的日式改装车，第四部之后车型有了

很大变化，美式赛车陆续登场，“前几

部对汽车硬核用户的‘打穿’还是很到

位的”。

时光网总编室主编杨林分析，商业

电影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和偶然性，《速

激 2》没有用范·迪塞尔，投资加倍票房

却没有增加；《速激 3》改变路线缩小投

资，请来林诣彬玩“东京漂流”，最终效

果仍不太理想；到了《速激 4》，他们做

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请回了有

导演、演员经验，同时制片能力非常强

的范·迪塞尔，刚好当时“速激”第一次

引进中国。

对于不断将“速激”系列带上新高

度的华人导演林诣彬，如何一步步创

造《速激 5》的辉煌，并在好莱坞站稳脚

跟也引起了激烈讨论。

张小北认为，“林诣彬遵循的其实

是好莱坞导演的一个正常路径，从独

立制片、圣丹斯电影节、低成本制作、

中等成本制作、大成本制作一步步走

过来的，是好莱坞商业类型片导演的

一条标准的发展路径”。

严蓬谈到，林诣彬曾被一些网友拿

来与乔治·卢卡斯做对比，两人都是拍

独立电影起家然后都选择商业大片

“一路走到黑”。林诣彬的电影都保留

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热血”，而且他

对动作场面比较擅长和热爱，同时将

东方式的漂移元素与美式赛车相结

合，“柔中带刚”，而不是纯粹的生硬、

生猛的飙车动作，这也算是“速激”系

列的一个特点和林诣彬的导演特色。

杨林表示，林诣彬受到重视主要还

是因为他的作品成绩。2002 年他的处

女作《明日好运到》在圣丹斯电影节获

得评审团奖，在多伦多电影节也得到

不错的认可。他在《速激 3》之前就获

得迪士尼旗下试金石的邀请，导演了

詹姆斯·弗兰科主演的《征服怒海》，得

到了一些锻炼，才有了环球让他拍《速

激 3》的机会。

“速激”带给华语赛车电影的经验

同样讲述赛车、漂移的《头文字

D》（2005 年）与当年“速激”的差距其

实没有太大，晚《头文字 D》一年的《速

激 3》还是这个系列的低谷。为何 15
年后“速激”系列成为全球卖座的超级

IP，而《头文字 D》续集却遭遇难产？

华语赛车动作片从“速激”系列中可以

学到哪些东西？也是从业者和影迷们

最关心的内容。

张小北称，“赛车电影在国内其实

一直是一个有技术短板的领域，我们要

想拍得跟好莱坞赛车电影差不多的水

平，我们花的钱要比他们多，因为我们

在经验、技术积累上还是有问题的。如

果我们想要用国内市场能够承受的成

本拍摄，视觉效果上很难达到好莱坞六

七成层面的水平。”

严蓬分析，《头文字D》改编自日本

漫画，对于漫画改编的电影，一方面既

要满足动漫迷的需求，又要走向普通观

众，这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许多

动漫改编电影都存在这个问题。

（木夕）

从“旧时光”到“在一起”

《我要我们在一起》是阿里影业锦

橙合制继2020年“七夕”爱情片《我在时

间尽头等你》之后，“我的爱情故事”系

列电影第二部作品。影片改编自网络

长帖《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

了》，帖子2013年发布，真实的生活细节

和情感流露让吕钦扬和凌一尧的故事

感动了无数网友，也让监制陈国富当年

就买下了长帖的版权。

虽然第一时间就买下了版权，但

电影却迟迟没有开机。陈国富认为这

是一个需要年轻导演的题材，后来的

《你好，旧时光》帮他锁定了导演沙

漠。2017 年底，沙漠接到《我要我们在

一起》的创作邀约，2018 年正式进入创

作。陈国富是带沙漠入行的前辈，在

沙漠看来，从《你好，旧时光》到《我要

我们在一起》，既有题材类型和创作调

性的匹配，也是基于陈国富此前对他

的了解。

不拘泥参考片的真实唯美

“电影是你的！”原帖作者李海波曾

这样跟沙漠说。从长帖到电影，经历了

15个月漫长的剧本创作、修改过程。沙

漠和编剧总结了两个改编要点：

从问题出发，探讨“爱情本应是理想

之花，为什么结出现实的果实？”从主题

出发，锁定“两个一无所有的人为了心

中共同的绿洲拼上所有的故事”。

在漫长的剧本创作期内，上面的

问题和主题始终是引导创作的基本

原则。

爱情片作为近年来市场上比较主

流的类型，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像风格

定式。电影创作前，沙漠没有按照惯例

同剧组提参考片。

“我上学的时候就不太拘泥，总想

自由一些。这次的摄影指导是我一个

很好的师兄，我们对电影的审美比较一

致，想追求一种写实的质感，不是精美

的唯美，而是站在垃圾堆上仰望星空的

唯美。”沙漠说，“前期为调试摄影机拍

了一个短片，这让我们对电影的影调气

氛和镜头调度达成了一个共识，并没有

拘泥某个参考片”。

吕钦扬和凌一尧的信

选角方面，沙漠坚持现实题材的创

作，不是扮演谁，而是成为谁。“演员本

身要跟角色有一定的相似度”，从这个

角度出发最终选定了屈楚萧和张婧

仪。电影开拍前，男主角先在工地实习

了一段时间，为了让男、女主角迅速进

入角色，监制陈国富提出了让两个人以

角色的口吻通信的想法。

“大概持续了半个多月，他们以角

色的口吻每天通信。不是微信、短信或

电子邮件，而是实实在在手写的信。”沙

漠说，“拍摄的时候，我作为导演更多是

要提供一个创作的氛围，拍摄交流的过

程中我也很少叫他们的名字，都是喊角

色的名字。”

寻找故事结局背后的密码

《我要我们在一起》讲述了一个青

年人被现实围追堵截的爱情故事，长帖

提供了三个结局。电影的开放式结局

也在上映后迅速引发了观众的讨论，有

人坚信吕钦扬还能和凌一尧在一起，也

有人认为不圆满的结局才是对现实爱

情最好的诠释。作为导演，沙漠是如何

设计电影结局的呢？

“电影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创作的过程中我更多地思考原帖作者

给出三个不同结局的理由，而不是从中

具体选择哪一个。”沙漠说，“随着这个

长帖在网友中的传播，吕钦扬和凌一尧

就是两个鲜活的生命了，创作者无法像

上帝一样给他们安排一个结局，我们更

多是延续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态度，真正

的答案永远存在于观众的心里。”

创作的使命是讲述一代人的故事

“创作的使命是讲述一代人的故

事，而不是束缚在某一个类型里。”沙漠

说，“类型和题材是制片人和观众更多

要考虑的问题，创作者最关注的永远是

人物，警察，工人，甚至是外星人……关

注如何塑造人物，完成人物的大银幕

呈现……”

在沙漠看来，“不离不弃、一定要

在一起的执念”是这个故事的生命

力，也是激励他将帖子转化成电影的

动力。5 月 20 日，《我要我们在一起》

全国上映，沙漠希望“吕钦扬和凌一

尧的悲伤、难过都留在电影里，也希

望看过电影的人，可以用力的去拥抱

另一半，大声告诉对方，我要我们在

一起”。

本报讯 由李少红监制，秦鹏

执导，闫妮领衔主演，周冬雨、魏晨

特别出演，盛一伦、于小彤、郭姝彤

主演，秦海璐、黄觉特邀主演，刘循

子墨、柯达友情出演的电影《迷妹

罗曼史》将于 5 月 28 日全国上映。

《迷妹罗曼史》近日发布由歌手魏

晨演唱的主题曲《遇见最美的你》

MV，为影片上映前的热度再次加

码。5月 21日，《迷妹罗曼史》预售

已经开启。

在《遇见最美的你》MV 中，魏

晨干净深情的嗓音娓娓道来，唱出

了两个人经过二十年依然不变的

深情爱恋。MV从女主高蓓的视角

出发，刻画了年轻的高蓓（周冬雨

饰）和驻唱歌手罗大佑（魏晨 饰）

这对恋人间即使分离也不曾遗忘

的炙热飞扬的爱情，也将这两人二

十多年间的深情爱过与无奈错过，

通过魏晨温柔婉转的唱腔展现得

淋漓尽致。

和以往讲述母亲的影片有所

不同，《迷妹罗曼史》没有一味刻画

母亲的付出与不容易，而是打破了

“母亲”这个身份的规则，选择讲述

一个“迷妹”老妈的故事，用妈妈一

段看似疯狂的追星经历，让儿子去

找寻母亲青春的故事。这样的设

定将母爱这个稍显沉重的话题表

达得轻松诙谐、妙趣横生。

电影《迷妹罗曼史》由荣信达

（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博

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东

方大地文化产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武汉福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影片由闫妮领衔主演，

周冬雨、魏晨特别出演，盛一伦、于

小彤、郭姝彤主演，秦海璐、黄觉特

邀主演，刘循子墨、柯达友情出

演。

（木夕）

《我要我们在一起》导演沙漠：

拍出在垃圾堆里仰望星空的现实和唯美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当“速度”遇见“激情”

电影超级IP是如何炼成的？

由陈国富监制，沙漠执导的现实爱情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5月20日上映，当天以超过9900万的成

绩斩获单日票房冠军。从“人气长帖”到电影，经历了怎样的创作过程？被陈国富选中，首次“触电”大银幕

的导演有何创作感受？在爱情片的类型框架内，还有哪些创新的空间和可能？带着问题，记者采访了《我

要我们在一起》导演沙漠。

在沙漠看来，导演的价值在于讲述一代人的故事，而自己的年龄和阅历刚好适配爱情片的类型。具体

到《我要我们在一起》这样一个深深植根现实的故事，他更想拍出一种在垃圾堆里仰望星空的现实和唯美。

《我要我们在一起》主创现身郑州
分享“爱情秘籍”

IMAX《速度与激情9》“马力全开”

魏
晨
献
唱
《
迷
妹
罗
曼
史
》
主
题
曲

由林诣彬执导，范·迪塞尔、查理兹·塞隆、米歇尔·罗德里格兹、姜成镐、Cardi B、约翰·塞纳等主演的

《速度与激情9》5月2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由时光网联合易车主办，真快乐联合主办，以“当速度遇见激

情——电影IP如何养成”为主题的沙龙日前在万达影城开讲。导演/编剧张小北、资深影评人严蓬（网名：

电子骑士）、时光网总编室主编杨林、易车原创视频监制宋九虎等嘉宾参加活动。影视行业人员、电影/汽

车媒体、影迷等汇聚北京CBD万达影城，一同探讨了“速激”这一超级IP成功的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