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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刁亦男执导，胡歌和桂纶镁领衔主演，
廖凡和万茜特别出演的电影《南方车站的聚
会》，将于12月6日全国上映。影片不仅是本年
度唯一一部入围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
单元的华语电影，也是导演继金熊奖作品《白

日焰火》后，在本土语境下对犯罪类型片全新
表达的有力尝试。

将本土犯罪题材和奇情气质相融合

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故事灵感来源于
真实新闻事件，讲述了偷车团伙头目周泽农，
在重金悬赏下走上逃亡之路，艰难寻求自我救
赎的故事。

早在2014年，刁亦男导演就曾凭借《白日
焰火》摘得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
熊奖，影片国内公映时更在非热门档期创造了
票房过亿元的佳绩，树立了国内犯罪类型片的
全新商业标杆。而故事的发生地哈尔滨在导演
的镜头下也产生了别具一格的地域魅力，令观
众津津乐道。

如果说《白日焰火》是导演对北方风情的
戏剧描摹，那么《南方车站的聚会》就是对潮
湿南方的视觉复刻。据悉，电影《南方车站的
聚会》在武汉取景，演员们全程使用武汉方言
演绎，以确保影片的沉浸式代入感。对于这样
的空间选择，刁亦男导演有着自己的用意：
“这样的空间可以引领人物和故事，等待他们
来开辟。我想表达的是生活的神秘、不安，这
也是我内心的一种投射。”从“北”到
“南”，从“白日”到“夜雨”，环境元素愈加

丰富多变，刁亦男对本土语境下犯罪类型片的
尝试也一直在进化升级。

《南方车站的聚会》历时多年构思创作，
并延续了刁亦男的个人风格。在犯罪类型、视
听语言和情感关系等方面，有着比《白日焰
火》更为极致的表现。电影以审慎态度凝视边
缘人物命运，将本土犯罪题材和奇情气质相融
合，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犯罪类型风格。刁亦
男曾表示：“当你将戏剧化和风格化结合在一
起，就可以很容易拍出既有作者表达又好看的
电影。当今的中国社会环境也是创作者的丰沃
土壤，让我们可以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胡歌首度挑战复杂边缘人物

影片中，胡歌饰演的周泽农是野鹅塘湖区
盗窃团伙中的一位领头，在团伙内部分支相互
争夺地盘利益时，他的团队与另一方爆发火拼
惨案，遭到警方通缉追捕，成了亡命之徒。周
泽农虽然是盗车团伙的一员，却一直遭遇背
叛，被动背负罪名。刑警大队队长（廖凡饰）
和黑社会势力都在拼命追踪周泽农的痕迹，周
泽农决定躲进一个不起眼的湖边度假小镇———
野鹅塘。在这里，周泽农邂逅了当地的妓女刘
爱爱（桂纶镁饰），在她的帮助下，周泽农成
功给多年不见的妻子杨淑俊（万茜饰）传话。

在警方开出了30万元的悬赏金时，周泽农打起
小算盘，想让妻子来举报他，这样就能给家人
留下一笔生活所需的资金。

对于这样一个在逃亡中绽放生命亮色的悲
剧性人物，胡歌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这个
角色五年没有回家，他觉得给不到老婆孩子好
的生活。我想象他是对人生没有希望的人，生
活在边缘底层，直到他知道自己的命值30万元
的时候，才给了他新的支撑。”

首度挑战这一复杂的边缘人物，胡歌表
示：“最大难题是在气质上接近这个人物，的
确经历了一个煎熬过程。开机没多久，导演问
我感觉，我说无论生理情绪精神，有好有不
好，但我把负面保留下来。因为这种焦虑不
安，没有安全感跟角色是吻合的。”

刁亦男也对影片主旨进行解读：“希望大
家得到一种新体验。一个男人在最后一刻完成
人生救赎，女性获得胜利，而男人也承担起对
生命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

日前，这部影片在厦门举办了金鸡百花特
别放映活动，胡歌全程陪同观众观影。影片不
但收获金鸡百花电影节影迷的热情赞誉，更吸
引卢燕、张译、祖峰、张颂文、李兰迪、李晓
峰等嘉宾现身观影。对这个“拿命换赏金”的
故事，观众纷纷表示“惊艳”“奇妙”“在不动
声色中全员演技炸裂”。

□ 本报记者 王 建

11月26日晚，山东男篮客场挑战浙江男
篮。哈德森、梅斯和张庆鹏，三个“老江湖”
年龄加起来高达106岁，而浙江男篮是CBA最
年轻的球队之一，到底姜是老的辣，还是年轻
人掀起青春风暴，这场比赛将见分晓。

从2017至2018赛季开始，提起浙江男篮，
人们总爱用“青年军”这个词。对于这个称
号，浙江男篮当之无愧，他们连续两个赛季都
是CBA平均年龄最小的球队，本赛季这一头衔
旁落，但他们仍然是CBA最年轻的球队之一。
浙江队年龄最大的是外援邓蒙和兰兹博格，两

人都是29岁，本土球员基本上都是“95后”。
这点和山东男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山东

队后卫张庆鹏是CBA现役球员中年龄最大的，
两名外援都年过30，另外还有多名主力的年龄
接近30岁。

浙江男篮重视青训，愿意为年轻球员成长
交“学费”。经过两个赛季的锤炼，浙江队年
轻球员成长飞快，队长吴前水平已达到国手级
别，程帅澎、王仔路、赖俊豪等都有亮眼的表
现，上赛季他们成功杀入了季后赛。本赛季，
浙江男篮仍将目标设定为打进季后赛。“经过
两个赛季和今年夏天训练的积累，这批年轻球
员的第三个赛季，可以应付各种困难。”浙江
男篮主教练刘维伟自信地表示。

截至目前，浙江队战绩为3胜5负，并不理
想。浙江队新赛季开局表现一般，有客观方面
的原因，他们前六轮比赛都是打客场，再就是
对手中有新疆、辽宁和广厦等强队。值得一提
的是，在与强队的交手中，浙江队表现非常出
色，客战新疆队鏖战两个加时后惜败，主场对
阵辽宁队输在了最后三分钟。浙江队充分发挥
了年轻人敢打敢拼、冲击力足的优点，同时也
暴露出经验不足、不擅长打关键球的弱点。

“队伍有进步，但还不是强队，如果经验丰富
一点的话，在领先的情况下不会一下子就逆转
了。”刘维伟在输给辽宁队后总结说。

上轮客场绝杀江苏队，山东男篮暂时度过
了危机，这场如果能拿下浙江队，山东男篮的

境遇将进一步改善。浙江队的战斗力不弱，但
山东男篮取胜的机会也很大，关键是要扬长避
短。山东男篮的平均年龄比浙江队大很多，在
体能上不占优势，因此在打法上要更加合理，
分配好体能，不要过度消耗；另外，不能让浙
江队打顺打兴奋起来，否则很难阻挡年轻浙江
队的冲击。

山东男篮还需注意对手的双小外援配置。
邓蒙和兰兹博格得分能力很强，两个人同时在
场时，浙江队可能会打出非常快的转换进攻。

没有大外援，浙江队内线实力一般。梅斯
上一轮打出了加盟山东队后的最佳一战，火热
的状态最好能得到延续。山东队本土内线亮点
不多，这场比赛该爆发了。

□ 张逸之 颜之宏

23日晚，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厦
门落下帷幕。闭幕式上宣布了19个金鸡奖奖
项，王景春和咏梅凭借在《地久天长》中的出
色表演，分获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奖。

在5天的时间里，这场中国电影界最权
威、最专业的盛会，设置了9大论坛，开展了
66项各类活动，全方位见证了中国电影故事
的新表达、电影人才的新传承和电影市场的
新气象。

故事新说

执导《红海行动》的林超贤获本届金鸡奖
最佳导演奖。这部根据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改编
的影片，正是中国近年来正能量、主旋律电影
新气象的缩影。

近年来，《湄公河行动》《智取威虎山》等
主旋律电影借鉴了商业电影的叙事方式和明星
效应，人物刻画立体丰满，摆脱了过去“高大
全”刻板形象，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今年国庆期间，全国电影票房达50 . 5亿
元，成为“史上最强国庆档”，新中国成立70
周年重点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攀登者》位列档期票房前三名。

《我和我的祖国》故事之一《相遇》的导
演张一白说，今年国庆档的主旋律电影都取得

了很大的成功，其原因在于每个故事都是中国
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真实的情感。

本届金鸡奖将最重要的奖项——— 最佳故事
片颁给了《流浪地球》。评委会高度评价称，
《流浪地球》以恢宏的场景设计，震撼的设计
效果，先进的特效技术，严谨的科学探索，实
现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全新跨越。影片围绕“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主题，在宏观叙事和
人性微观描述之间获得完美平衡，温暖而有力
地表达了对未来世界的历史责任。

导演郭帆说，如果放到全球的科幻片序列
里，《流浪地球》只能得及格分，目前正在和
团队准备《流浪地球》的续集，未来在创作上
将更注重人物塑造和情感，同时在美术和特效
方面做得更为精细。

传承有序

在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文牧野执导的
《我不是药神》获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青年导
演大放异彩，为中国电影的未来打开更多想象
空间。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
说，截至目前，2019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580
亿元，而国产影片的份额超过六成，其中票房
和口碑双赢的好作品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
青年导演创作的。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青葱计划”发
起人李少红表示，该计划实施四年来，已经拍

摄完成的项目有10部，其中6部获得了国内外
大小奖项。

“青葱计划”是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
办，旨在挖掘有潜力的青年导演人才，并对其
优秀电影项目从剧本、制作、投融资、宣发等
环节进行全产业链扶持的公益性电影活动。每
年有5位优秀青年导演的院线电影项目创投成
功，每人将获得政府的百万项目启动扶持金，
并由重量级导演担任监制。

电影节期间，5位“青葱计划”导演推介
了自己的作品，其中泉州籍导演叶谦的作品
《番薯浇米》通过闽南农村空巢老人的暮年故
事，展示了泉州特有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
片名是闽南百姓日常饮食地瓜稀饭，寓意“生
命的真谛就藏在平凡生活之中”。

担任“青葱计划”导师的陈思诚说，中国
电影需要发掘更多有才华的青年导演。“中国
比较缺类型片导演，缺未来能操作商业大片的
导演。希望‘青葱计划’拔出好苗子。目前网
剧《唐人街探案》已经是年轻导演执导。”

市场新风

王景春和咏梅分获本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和最佳女主角奖，王志飞和吴玉芳分获最佳男
配角和最佳女配角奖。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老
戏骨”。本届电影节上，倡导演艺新风尚、找
回表演初心，成为电影人和观众的广泛共识。

中国影协副秘书长毕文宇说，近年来我国

电影事业蓬勃发展，但少数演员不知不觉从电
影创作者的身份上偏移，缺少对行业的坚守和
坚定，因此呼吁演员和电影创作者们能回归艺
术本心，聚焦艺术创作本身。

可喜的是，观众用脚投票，粉丝电影的
市场号召力已经下降，“流量大片”屡屡“扑
街”，演员高片酬得到抑制，中国电影事业健
康发展的大幕徐徐开启。而电影市场的良性
发展，对演员的个人能力及自我修养提出更
高要求。

在以“演员的自我修养”为主题的电影节
配套教育论坛上，段奕宏说，真实是做演员的
追求，是表演艺术的生命，一切表达都源于生
活的真实。万茜直言，演员花功夫体验生活是
本分，而不能够成为演员拿来吹嘘的资本，演
员应该融入角色的生活，让角色从自己身上
“长出来”。

中国电影市场化、产业化改革近20年来，
观众逐渐走向理性成熟，低级搞笑、视觉奇观
已不能满足观众的口味。观众不仅琢磨剧本的
逻辑，还要求影片有思想深度，这要求创作者
拿出更有诚意的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徐峥说，中国观众成长非常快，他们对类
型的接受度高，对新题材、新内容都充满期
待，每个电影人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

“随着《我不是药神》等现实主义题材获
得成功，未来既有思想深度、又兼具娱乐性
的影片将推动中国电影持续良性发展。”张
一白说。 （据新华社厦门11月25日电）

据新华社堪培拉11月25日电 据当地媒体报
道，澳大利亚射击选手迈克尔·戴蒙德近日正在出
售他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的一枚金牌，
从而支付他因心力衰竭将要产生的医疗费用。

《澳大利亚人报》25日报道称，现年47岁的戴
蒙德在一个月前得到诊断结果后，目前正在医院等
待接受心脏移植手术。

“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斗争。”这位两届奥
运冠军对当地媒体说。在1996年亚特兰大和2000年
悉尼奥运会上，戴蒙德曾连夺男子多向飞碟冠军。

此前，据澳媒报道，戴蒙德已经被迫卖掉了他
在悉尼奥运会上的那一枚金牌。因为他前些年被指
控有一系列涉及驾驶和枪支的违法行为后，不得不
支付法律费用。那一枚金牌在2017年卖了7 . 2万澳
元（1澳元约合4 . 79元人民币）。他还因为相关指控
错过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选拔。

近期，他因健康原因想要出售的另一枚金牌将
在12月5日拍卖，当地拍卖行预计最终成交价在5至
7万澳元之间。

“我还有账单要支付，我还得生存下去。”戴
蒙德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他表示，希望这次
心脏移植，能给他带来第二次生命。“我还想到处
转转。我想看到孩子们长大、结婚，我希望能有孙
子。我会很感恩生活的。”

澳射击名将拍卖奥运会金牌
支付手术费用

“金鸡百花”见证中国电影“新力量”

山东男篮今晚客场挑战浙江男篮

“老江湖”能否斗过“青年军”?

由刁亦男执导，胡歌和桂纶镁领衔主演，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12月6日全国上映———

以审慎态度凝视边缘人物命运

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剧照

11月25日，雕塑家李象
群（左）与巴金先生的女儿
李小林在巴金故居为巴金铜
像揭幕。

当日，上海举行纪念巴金
诞辰 1 1 5周年活动。巴金故
居、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文
学发展基金会在徐汇艺术馆联
合主办的“温暖的友情——— 巴
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开幕，
展出巴金与鲁迅、叶圣陶、茅
盾、冰心、沈从文、赵树理等
老友的往来手札。

□新华社发

上海举行活动

纪念巴金诞辰115周年

据新华社开罗11月24日电 中国电影《第
四面墙》24日晚在埃及首都开罗歌剧院大礼堂
放映，影片导演、制片人和男主演现身放映
仪式，数百位中外影迷观看了影片。

“我尤其对影片平行宇宙的设计感兴趣，
因为它展示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这是一部
让人想去看，能够引发人们讨论的电影。我
对中国电影产业十分感兴趣，期待能够与中
国电影从业者进行更多的交流。”本次电影
节评委、摩洛哥制片人拉米娅·什赖比说。

影片联合制片人杨慧说，大部分人在生
活中难免遇到挫折和困惑，有的人选择逃
避，而有的人会选择面对。《第四面墙》讲述
的就是女主人公在遇到挫折、困惑后逐步克
服、走出来的过程，并最终实现自我治愈和
救赎。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部电影，并从中
得到启发。

第4 1届开罗国际电影节2 0日晚在开罗歌
剧院开幕，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
多部影片参与。除《第四面墙》入围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外，中国电影《六欲天》入围国
际影评人周单元，中国电影《地久天长》入
选官方评选非竞赛单元，知名女演员秦海璐
担任本届电影节评委。

中国电影《第四面墙》

亮相第41届开罗国际电影节

北京时间11月25日，在2019-2020赛季西班牙
足球甲级联赛第14轮比赛中，中国球员武磊斩获本
赛季西甲首球，帮助西班牙人队主场以1：1战平赫
塔菲队。图为武磊在比赛中。

武磊此役获得首发。开场仅3分钟，客队便由
马塔在一次角球进攻中头球破网，取得1：0领先。
第45分钟，西班牙人获得角球，贝尔纳多前点头球
摆渡，后点的武磊抢在对方后卫达米安·苏亚雷斯
之前近距离垫射入网，打入自己本赛季西甲的首粒
进球。西班牙人在主场拿到一分，目前仍排在联赛
第19位，未能脱离降级区。

□新华社/美联

武磊斩获西甲新赛季首球

据新华社柏林11月24日电 2019年体操世界杯
德国科特布斯站24日进行最后五个单项的角逐，中
国选手尤浩、黎琪分别获得双杠亚军和平衡木季
军，中国体操队以四金一银一铜的总成绩收官。

双杠决赛上，尤浩第一个上场，亮出最高难
度，15 . 400的得分与后来出场的乌克兰名将维尔尼
艾耶夫得分相同，但因完成分较低，不得不遗憾摘
银。俄罗斯选手波利亚肖夫以15 . 366分获得铜牌。

平衡木预赛第一名的黎琪在决赛中发挥欠佳，
中间出现一次大晃，三处动作连接中断，仅获得铜
牌。冠亚军分别被日本17岁小将芦川悠莱（音译）
和乌克兰选手迪亚娜收入囊中。

单杠预赛第一名、日本选手宫地秀享以14 . 933
分摘得金牌。塞浦路斯选手乔治乌和俄罗斯选手罗
斯托夫分列第二、三名。中国选手胡旭威出现失
误，位居第五名。张成龙在进行直体旋越杠时掉
杠，最终仅列第六名。

男子跳马和女子自由操项目，中国队没有选手
参赛。乌克兰选手拉迪维洛夫和阿纳斯塔西娅分别
获得男子跳马和女子自由操金牌。此前首个决赛
日，中国队选手在吊环、高低杠、鞍马和女子跳马
四个项目摘得金牌。本站赛事中国队以四金一银一
铜收官。

体操世界杯科特布斯站：

中国队四金一银一铜收官

据新华社洛杉矶11月24日电 迪士尼公司出品
发行的动画片《冰雪奇缘2》本周末上映后以3天入
账1 . 27亿美元强势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全球首周
末票房更是高达3 . 5亿美元。

《冰雪奇缘2》的北美首周末票房成绩仅次于
《超人总动员2》和《海底总动员2：多莉去哪
儿》。

克里斯·巴克和珍妮弗·李执导的《冰雪奇缘
2》是动画片《冰雪奇缘》的续集，安娜与艾莎
及同伴们一道踏上前往北方的历险旅程。《冰雪
奇缘》2013年上映后在全球票房吸金高达12 . 74亿
美元。

迪士尼公司今年获得票房大丰收，已经有5部
电影的全球票房总收入突破10亿美元，《冰雪奇缘
2》有望成为第六部。

北美票房今年至今总收入比去年同期下滑约
7%，《冰雪奇缘2》的强势表现以及近期将上映的
《勇敢者游戏2：再战巅峰》《星球大战：天行者崛
起》等大片有望助力北美票房重振声势。

二十世纪福克斯发行的体育剧情片《极速车
王》上映第二个周末以1600万美元票房跌至第二。
索尼影业发行的传记片《邻里美好的一天》上映首
周末以1350万美元位列第三。另一部新片《21座
桥》以930万美元的票房成绩排名第四。位列第五
的是上映三周的二战史诗大片《决战中途岛》，本
周末吸金470万美元，目前全球票房总收入超过
8170万美元。

动画片《冰雪奇缘2》
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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