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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三月·光影周”启动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将映

演而优
则导

赵薇：
我和琼瑶不一样

本报讯 （ 通讯员 建功 记者 王鑫 ）

昨日上午，由《中国摄影》杂志社、江苏
省摄影家协会、扬州市文联、邗江区宣
传部主办的“幸福新邗江”——
—第三届
“中国扬州·烟花三月·光影周”活动正
式启动。活动期间，将举办各种摄影讲
座，以及自由创作。获奖作品将择优刊
发在《中国摄影》杂志上。

小主，你可悠着点

孙俪跳舞
吓走孔雀

按规定，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毕业了。
研究生班的学生必须交出一部达
那是一个从大学爱情到职场
到标准放映长度，也就是 90分钟 三角恋的故事。赵薇恰恰不想拍成
以上的长片，并且合格，才能拿到 三角恋，剧本出来后，赵薇觉得现
毕业证书。2013年春，赵薇交出的 实化了很多。“应该没有那么梦幻、
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 没有那么琼瑶。”赵薇对记者说，
简称《致青春》）。在入学六年后，她 “琼瑶的跟我的是两码事。”

本报讯 孙俪近日在微博晒出一张
对着孔雀跳孔雀舞，却将其吓跑的照片。
照片上的孙俪身穿吊带玫红色长裙，在
楼梯下摆出孔雀舞的姿态，楼梯上却是
一只孔雀仓皇失措的逃跑样，场面十分
小清新，大沧桑，重口味
逗趣。孙俪写道：“孔雀被我的孔雀舞惊
艳到了，不忍心接受这现实，悲伤离去！
赵薇一早就清楚自己要拍的内 “老张”穿花衬衫，
“弄得跟菲律宾蛇
也有人说我嗨了，孔雀疯了！”不少网友
地青春片不一样。她给李樯提出了 头似的”。
借用“甄■体”回复，有网友打趣称：“ 小
明确的改编要求：“要有小清新的内
赵薇确定了电影的路线，“不是
主妖娆的身姿啊！”“小主万福金安，孔雀
容，但也要有大沧桑、重口味”，是 偶像的路线，而是写实的路线”。第
主要是太喜欢小主您了，所以翩翩起
“群像式的东西，不是一两个人”。三 一步是把电影做得脏和旧。但新的
烈的对手戏，赵薇只告诉演 舞”。
个月后，李樯拿出的剧本，既有青少 感觉容易拍，越旧的反而越贵。《致
员，“ 这场戏我要的就是这个
年早孕、工人下岗、城乡差异，也有 青春》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戏份，大 内
东西”，演员倒过去找监制关
民工潮、“ 富二代”……这让 123分 部分场景都是搭建或重新装修，以 地
赵薇
钟的电影有些拥挤。
达到老旧的效果，包括街边店面、餐 人 “内地人的青春，包括人 锦鹏，请他讲讲难过的经验。
演员江疏影有时候哭不
电影开场，大学里接新生的一 厅、医院的一条走廊。
都是非常经得起摔打和锤 出来，“ 难过也是装的”，赵薇
幕，以一个摄影师拍的上世纪八十
最终电影在南京几十所大学东 的 生，
直接把她说得崩溃痛哭，“ 演
和九十年代的北京校园为参照。李 一头西一脚地取景完成。已经没有 青 炼的。我们的社会形态和生活
人 戏她还会笑，就是那种信念感
樯一贯擅长用符号化细节描摹出时 一所大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模 春 环境跟日本、韩国不一样，
家考虑如何生活得更好，我们 比较弱。这确实是演戏，但是
代感，比如球鞋、录音机、任天堂红 样，只能拼凑加临时改造。拍过的有
要想离开了父母之后，如何能 你不能觉得自己在演戏，你一
白机；他让女生在学校晚会上跳健 些角落，3月份拍完，6月份就要拆 必
须
在十几亿人口里面有自己的 定要相信它是真的。”赵薇说。
美操，让女主角唱李克勤的《红日》， 了，赵薇觉得可惜：“以后就在电影 经 一席之地。”
赵薇把这概括为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让“富二代”许开阳留郭富城头，让 里看看吧。”
。
摔 “内地人的青春标志”
的，如果说能够让我做到我以
她只教新人演员一些基 前做不到的东西，就像一个墙
打 本规则，
写而优则导
比如怎么走位、不把 头翻不过去，突然有人踢你一
孙俪
后脑勺对着镜头，她不动用个 脚，你就能翻过去了。”赵薇做
人经历。有一场男女 完电影，请许鞍华看片，许鞍
名嘴，你要挺着点
演员感情激 华表扬了一句：“ 可以看到这
个女导演身上有一种甚至男 第五季《中国梦想秀》开播
导演都没有的劲。”
影。《小时代》相关系列小说总 解《小时代》，选择它作为自己
销量突破近 400万册。郭敬明 的大银幕处女作想必也是信心 他想让自
曾说过：
“当你写一个小说写了 十足。杨幂曾经问过郭敬明： 己笔下的这群人
五年，你闭着眼睛都知道里面 “你拍电影干吗呀，那么辛苦， 物，在真实的世界里好
的人下一句话要说什么。”由此 你又不缺钱。”但郭敬明的回答 好地活一次，活给所有喜爱他
昨晚，第五季《中国梦想秀》播出，
可见，没有人会比郭敬明更了 就是简单的三个字：“因为爱”。 们的人看。
和以往周立波一枝独秀的现场演出比
起来，这一季的选手明显“不乖”多了，
拍电影不是玩票
不合作、卖关子，在第一期节目中，周立
波就着实被这些选手给玩惨了。
许多人都认为郭敬明拍电影 里的所有演员都无条件地信任着他，无
前段时间“抗日神剧”引发网友广
就是玩票而已，但如果你看过他 论是业已成名的偶像，还是初出茅
泛讨论，有人吐槽日本鬼子在剧里有千
郭敬明指导演员拍戏 在工作时认真敬业的态度，可能 庐的新人。杨幂和郭采洁就纷
化身丘比特高调去爱
奇百怪的死法，十分喜
也会被他身体里蕴含的强大力量 纷表示，郭敬明完全看不出
感。在录制现场，一位
本报讯 郭敬明身为中国知名青年 所震撼。因为对人物的了解，他给 来是个新导演，因为他非
“一天死八次”的龙套演
作家，因《幻城》、《爵迹》等热销小说被 演员说戏时总是能够详细描述角 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是
员也来追梦，在逗乐观
广大读者追捧。作为国内青春文学领军 色的心理状态，演员们在听他讲 什么。你会发现当许
本报讯 “台湾第一名模 ”林志玲
众之余也讲述了自己的
人物，郭敬明作为导演兼编剧，正式踏 述的时候，脑子里就有了鲜活的 多人都为着同一
早前化身丘比特女神拍摄广告 ， 近期
心酸。这位追梦人展示
入影视圈。携原创小说《小时代》开启自 人物形象。他抓紧一切时间和演 件事而全身心投 忙于宣传电影的她 ，在新片中饰演被未婚
了各种各样的死法，称
己在影视行业的征途。
员们聊天，让他们可以更加接近 入的时候，那种
夫逃婚的美女 ，她说 ：“角色虽然受到爱情
自己三年死了四千次，
自己理想中的状态。他擅长帮演 努力的状态，会
重创 ， 但没有气馁 ， 反而更勇敢地面对一
周立波惊讶地问：“ 你不
拍《小时代》是因为爱 格的小动作，小到念台词的节奏
员们设计一些有趣又贴近人物性 让参与其中的每
切 。 我希望自己可以比电影中的我更有勇
是到横店后就一直横着
一个人都非常耀
气 ，勇敢去爱 ！ ”
吧？”还煞有介事地与追
《小时代》是郭敬明耗费 5年时间完 和语调都会特别注意。
眼。
谈到感情世界 ，林志玲笑言要一改保
梦人“切磋”起了各种死
他是存在于摄影机之外的，
成的长篇小说，《小时代》是描写当下时
密作风 ， 不再低调藏起爱情
法。
尚年轻人的青春故事，也是属于他们生 看不见的好演员。也正是因为这
生活 ：“我很想能够化身成丘
活的真实写照，更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 样，剧组
比特女神 ， 用爱神之箭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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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爱”执导《小时代》

郭敬明：拍电影不是玩票

周立波
快扛不住了

林志玲为爱出击

超级跑车接送吴雨霏

余文乐公开女友

“影评之王”
辞世
本报讯 精准、辛辣、一 影评人只有罗杰·艾伯特。北

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 ，
为自己未来幸福着想 ，
主动出击 ， 寻找我
针见血，所有的好莱坞导演 京时间昨天凌晨，这位被称
的真命天子 。 ”
都将他的肯定视为与奥斯卡 为“影评之王”的评论家在芝

小金人一样光荣的奖励，在
美国能
这样
本报讯 余文乐和吴雨霏爱得越 有
地
位的
来越高调，出动价值过 340万的超级跑
车“战牛”载吴雨霏外出吃饭，余文乐也
首次大方公开吴雨霏身份，记者问他是
不是和女友吃饭，余文乐回一句：“ 是
啊！”
近日，记者发现余文乐驾驶“战
牛”现身跑马地，副驾驶位置坐着的正
是吴雨霏，两人在车内有说有笑，之后
余文乐驾车直驶铜锣湾开平道，穿短
裙秀长腿的吴雨霏先下车，走进一座
饭店林立的大厦，余文乐到停车场停
车后，也进入这座大厦。
余文乐和吴雨霏吃饭吃了 45分
钟，然后看到余文乐独自下楼取车，当
发现楼下有大批记者，余文乐满脸笑
容，问他是不是和女友吃饭？他说：“是
啊！”余文乐简单的一句，首次亲证吴
雨霏的女友身份。吴雨霏几分钟后下
楼，同样笑容满面，问为什么这么快
走？她说：“吃完就走。”满脸通红的吴
雨霏之后甜笑着到停车场会合男友，
并上车离开。

加哥病逝，享年 70岁。据外
媒报道，艾伯特是
因癌症复发而去
世的。

《恋了爱了》情节夸张遭吐槽

林志玲

“虐心”就是为了好看
本报讯 《恋了爱了》
正在江苏卫视热播，这部戏
讲述了出身贫寒的陕北女
孩沈美溪与两位高富帅陷
入感情纠葛，最终“修成正
果”的爱情故事。该剧纠结
的故事和“虐心”情节引发
网友热议。而制片人回应
说，情节这样设定就是为了
好看。

“灰姑娘”的戏路
情节演技遭吐槽

严宽 、杜若溪

作为 一 部 青 春 偶 像
剧，许多网友看过《恋了爱
了》后，表示这部戏应该叫
“虐恋”。网友“莫失莫忘

秋”说：“ 这完全是中国现
代版灰姑娘套路，两个高
富帅同时喜欢上一个灰姑
娘，其中必有坏女人做陪
衬，同时再来个把白富美
倒追高富帅，最终灰姑娘
终于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
一起。”而贴着“偶像”标
签，严宽、沈泰、岳跃利、李
修蒙等型男组成的男星阵
容让观众们欣慰，但作为
贯穿全剧始终的女一号杜
若溪也不幸中枪，网友表
示：“ 演技不是靠装可怜就
可以的，即使设定了那么
多坏人衬托，但仍然无法
同情你！”

制片人回应
“虐心”是为了好看

为此，《恋了爱了》制片
人高红玲说：“ 这部戏的剧
本由编剧量身打造，情节设
定也是根据市场需要，商业
价值很关键。所谓有些虐心
夸张的地方是为了好看，让
观众们看起来过瘾。而且，
这部剧不像其他翻拍剧或
改编剧，本来就没有依托，
是完全虚构出来的。”对于
女主角演技的问题，高红玲
表示：“ 杜若溪和严宽戏外
本就是情侣，可以把真实感
带入戏里。”

